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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杂志社全体工作人员
《白俄罗斯. Belarus》

亲爱的同事们！

祝贺《白俄罗斯. Belarus》杂志创刊90周年！
很少有出版物能延续这么久。
这本传奇的杂志于1930年开始出版，名称为《白俄罗斯切尔沃纳亚》。雅克
布•科拉斯，扬卡•布雷尔，马克西姆•坦克，伊万•梅雷斯的名字都印在这
里。杂志第一任编辑是米哈伊尔•卡米什。
自1944年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白俄罗斯土地的第一天起，该杂志就以“
白俄罗斯”的名义恢复了其业务，其座右铭是“德国侵略者的死亡！”。但
是，恢复后的版本“领先”的标题非常具有象征意义，并用白俄罗斯语书
写：“你好，白俄罗斯土地！”。
今天《白俄罗斯. Belarus》杂志是有关祖国（白俄罗斯）的现代媒体项
目，面向外国读者。它克服了重重困难，出版超过一千期，成功度过了融
合革命。在它的页面上，是白俄罗斯主要新闻工作者用本国语言、英语和
中文书写的关于刚建立不久的主权独立共和国，其民族传统，杰出的白俄罗
斯人，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的最佳材料。该杂志在不同国家的旅行
社、图书馆和大使馆使用。
《白俄罗斯. Belarus》与报刊《Golas Radzima》以富有创意的方式合作，
为大量的外国白俄罗斯侨民提供帮助，帮助有兴趣的人聆听祖国的声音，找
到通往白俄罗斯故乡的路，保留后代对“蓝眼睛”之国的文化和历史的热
爱，并尊重其民族价值。
我确信，杂志政策的主要方向将持续多年，该期刊将继续成为所有同胞值得
信赖的对话者和忠实的朋友。
非常感谢你们的辛勤工作！ 祝事业有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平安快
乐！

亚历山大•卡尔留什科维奇， 
白俄罗斯共和国信息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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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再次获胜！
今年，明斯克举办了第16届圣诞
节国际冰球业余锦标赛，争取白
俄罗斯总统奖。冰上运动的著名
大师们争夺杯赛，并为球迷带来
欢乐

28

22	与孟加拉国合作的漫漫
长路
在2月5日至9日即将举行的第二
十七届明斯克国际书展上，在
书籍展示和书刊启蒙活动中，
孟加拉国的文化展示将在该计
划中占有特殊地位

24	生活还在继续
如果西欧许多国家仅靠移民来
解决人口减少的问题，那白俄
罗斯就会鼓励有孩子的家庭，
这在世界许多地方引起了人们
对其社会政策的赞赏

27	他们使世界更美好
在明斯克，国家最优秀的志愿者
获得了奖励。那些不遗余力花费
时间为他人送出关怀和热情服务
的人，无私地帮助这个世界变得
更美好

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特殊使命

白罗斯自我	
纪念碑在明斯克呈现

4

14	来吧，圣诞树！
白俄罗斯最不寻常的城市圣诞树
是什么样的

17	历史没有假定式	
执行秘书的自白

我们翻阅2000年1月的《白俄罗
斯》杂志，这份杂志献给70周年
纪念日。70这个数字已经不再让
任何人感到惊讶。从那时起已经
过去了20年。今天是我们90周
年纪念日，杂志的诞生日期：遥
远的1930年1月

12

遵循欧洲最好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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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小孩很难

40

32	微风中的骑行
专家早已估算，在现代城市和工
业中心，占环境污染总量的70%
以上份额的是机动车。这是伴随
城市化而来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
之一。应对这一挑战的有力答案
之一就是为自行车交通的发展创
造条件

44	做小孩很难
周年纪念季首演莎士比亚的 
《李尔王》在扬卡•库帕拉国
家学术剧院大放异彩。导演兼
艺术总监Nikolai Pinigin，布景
设计师Ekaterina Shimanovich

52	亚泽普·德罗佐维奇的
宇宙
没有与他相提并论的人，很多
人将他与达芬奇、罗里奇等相
比较，但所有这些比较似乎都
不令人信服

36	中国人尊重本国艺术家
翻开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著
名的艺术家谢尔盖•塞利哈诺
夫在1959年出版的《在中国的
三个月》这本书

遗产的迫切问题

48

这个奇怪的，	
不寻常的卡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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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特征

维克多•哈尔科夫

生命包括日常生活。那是现实。
日常生活通常指的是日常事务，
其中有些可以使我们的生存产生
变化。它们经常具有外在特征。
例如，我们无法影响全球范围内
的重大事件，但事件会对我们产
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
是要充分应对某些世界情况，以
证明一个人对这些情况的基本态
度。当然，走在前面，主动采取
行动可能会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
支持，这是非常幸运的。
2020年开始了。这意味着我们交
换了第三个千年的第三个十年。
同样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一种倒计
时。
我们的星球是不稳定的，这当然
不是新闻。事实是明确的，我们
无权不予考虑。联合国秘书长安
东尼奥•古特雷斯年初宣布，世
界紧张局势甚至达到了21世纪
的最高水平，这也许是毫无疑问
的。
领导国家，将局势用于其自身的
地缘政治目的。这不完全是人道
的。在政治环境中对某人行为的
影响程度非常小。在这种情况
下，哪些工具更有效？要说明大
多数人会赞成的想法。统一思想
非常重要。例如，明斯克提供自
己作为讨论当今时代最重要倡议
赫尔辛基-2的全球平台。到目前
为止，对此只有保守的反应。但
是很明显，这项倡议并没有引起
人们的注意。
今天，白俄罗斯根据其最近历史
的原则，将大步向前。主权和独
立是这里的特征。但是重要的是
不要迟到，提前确定优先级。
在事情上，也许最主要的是立即
做出唯一正确的决定。这几乎总
是成功道路上的决定性因素。

如果有一个确切的目标，那么
您就不需要花费宝贵的时间思
考。这是无情的——一年已经
结束，新的一年已经开始。如
果计划和行动得到验证，那将
是一件好事。然后，您可以合
理地取得结果。显而易见，白
俄罗斯在世界上越来越著名。我
们的杂志也有贡献，它为读者提
供了有关欧洲中部国家的准确和
多样的信息。本杂志在一月份已
满90岁。在遥远的1930年，它
的第一期发行了。是的，那时
候，我们现在的国家还没有形
成，但是杂志名的关键词是“白
俄罗斯”。正如他们所说，这很
有价值。
出版物是否随着时间而变化？毫
无疑问，没有辩证法只会停滞不
前。十五年来，杂志以白俄罗斯
文和外文出版。许多出版物找到
了自己，以某种选择的方向吸引
了读者。本杂志的主要任务是揭
示整个国家的丰富生活。此外，
有人想进一步了解白俄罗斯。编
辑们把握了这种心情，并试图向
读者传达，主要是外国读者，白
俄罗斯的事件、人物形象，讲述
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我认
为，该杂志上的内容也有助于揭
示我国社会现象的实质。在出版
物中展示了白俄罗斯现实的多功
能性，着重于各个领域的成就，
从而增强了白俄罗斯的国际形
象。
简 而 言 之 ， “ 白 俄 罗 斯 。 
Belarus”——与国家一起发展
过程中，继续撰写它的传记。今
天，这是一个现代媒体项目，也
正成为我们外国客人的领航者。
我们随时准备对他们说：“热烈
欢迎！”

主编

主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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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根据传统，在我国（白俄罗
斯）已经超过二十年，在每
年一月为那些生活和工作充
满人文主义思想的人们颁发
奖励。白俄罗斯总统每年都
会亲自颁奖。这被视为一种
特殊的意义。毕竟，任何国
家都具有悠久的传统和精神
价值观。这就是形成国家道
德基础的原因。没有它，社
会的和平与安宁是不可能
的。在悠久的历史中，白俄

罗斯人民努力保持自己的最
佳品质，对消息来源的虔诚
态度，对自己过去的尊重，
对现在和未来的信仰。亚历
山大·卢卡申科用白俄罗斯
语和俄语向颁奖典礼的获奖
者和嘉宾致辞，充分体现了
社会的宽容态度。
总统在开幕式上指出，这个
节日晚会在新年假期中具有
特殊的地位。英雄们团结在
一起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总

统说，诞生于白俄罗斯土地
上的艺术水平一直很高。我
们祖先的丰富遗产荣耀了白
俄罗斯。许多教育家，以及
文化、政治和科学人物的名
人在世界范围内都引人注目。
我们为我们的历史和领土，
以及我们的伟人感到自豪。
我们了解自己的根基，我们
尊重传统。我们很容易接受
所有新事物，只要它不与我
们的法律和价值观相抵触。

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	
特殊使命
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颁发了“精神复兴奖”，文艺工作者特别奖
和“白俄罗斯奥林匹克奖”

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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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失去精神指导的情况
下，我们试图保持内心的纯
洁。我们受到个人榜样的启
发，并以富有创意、崇高
抱负的人们的积极工作为灵
感。人们对他们的事务抱有
真诚而无私。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在仪式
的讲话中特别表示：“精神
复兴奖的提名人将为社会和
国家服务的宏伟理念做出贡
献。他们通过行动增强了
我们对善良和纯正思想的
信念。这样的榜样唤起了我
们人民的自豪感，这种自豪
感保留了最好的民族特色：
慷慨和乐于助人，努力工作
和坚定的信念，以及爱国主
义。”
总统回顾说，由于这个节日
之夜的英雄们，让许多没有
父母照顾和关爱的白俄罗斯
儿童感受到了温暖。面临严
重疾病并陷入困境的人们得
到了同情和支持。

卢 卡 申 科 在 一 份 声 明 中
说：“传统上，我们向神父
颁发奖品。他们每天都在做
善事。同时，我们感谢文学
人才、专业艺术家和创造能
升华灵魂的作品的艺术家。
我们注意到那些丰富了国家
文化宝库的人，他们致力于
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增强
了国家的国际权威，在伟大
胜利75周年前夕，我们向白
俄罗斯社会颁发了“精神复
兴奖”。我们注意到他们在
保存人民英雄主义和积极的
人道主义工作上的贡献。此
外，让我们传统的奖项“白
俄罗斯奥林匹克奖”激励国
内运动员在未来的东京奥运
会上取得新的成就。”
总统坚信我们建立了一个独
立的国家，这归因于我们多
年来一直铭记自己的血统，
并忠于祖先的土地。国家将
继续支持和鼓励所有丰富白
俄罗斯的文化遗产，维护道

德、精神准则、民族传统的
人们。
是的，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强调，我们认识到自己是广
阔世界的一部分，并与数千
个与其他国家和人民的经
济、文化、外交、家庭和其
他纽带联系在一起。我们对
友谊和互利合作持开放态
度。总统确信，我们传统的
面向社会的生活方式是不可
动摇的。只有这样：记住我
们是谁，我们的独特性是什
么，同时保持我们的身份和
独一无二，我们才能抵抗住
世界上与我们的价值观不同
的看法。通过为白俄罗斯后
代的生活奠定精神、道德和
文化基础，我们能够确保国
家安全并加强国家主权。
“我们坚定，一贯的政治和
社会文化的结果是建立强大
的主权国家。这其中包含整
个白俄罗斯人民的功绩，而
那些致力于为祖国做出无私

BEltA

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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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的人将发挥特殊作用。
我真诚地欢迎今天的提名
人，感谢他们为我们祖国白
俄罗斯的发展，对复兴和保
存其文化和精神遗产所做的
个人贡献”，总统说道。
总统那天晚上讲了很多关于
当前面临的话题：
“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在
我的讲话中，甚至在新年的
致辞中，甚至在非常正式的
讲话中，我经常谈到主权与
独立。相信我，这是我发自
内心的，没有谎言。我确实
致力于这一点，而不只是承
诺。在座的所有人都非常了
解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人民
从未、也不会血腥地建立一
个主权和独立的国家，我们
是一个庞大帝国的碎片，也
许是从那里来的（从上帝那
里来——白通社注）。如果
他真的存在，他可能会帮助
我们，没有他不行。我们无
权不利用这个独特的机会。
然后我们将向地球上的人们
解释为什么我们没有取得完
全成功，我们正在真正建立
这种状态，创造坚实的基
础。让我们自然地说出来：
我们不仅在为

自己而建，而且还在为我们
每个最宝贵和最亲爱的孩子
们而建。为了我的，为了你
的，为了所有尚未出生但将
要出生的人。”
白俄罗斯总统讲话的另一段
摘录，其中大部分提到了与
俄罗斯的关系：“有时间，
我将详细为大家讲述整个世
界，特别是与我们兄弟俄罗
斯之间的局势。但你们必须
记住：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像
俄罗斯人那样尊重和真诚地
对待白俄罗斯人。各国领导
人与精英之间的谈判可以以
不同的方式进行，但是我们
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俄罗斯
人是我们的人，是我们的兄
弟，他们随时准备在困难时
期为我们提供帮助。今天，
即使我们甚至不同意俄罗斯
人的观点，也不会发生灾难
（指的是在能源供应方面的
谈判——主编注）。今年我
们的生活不会比2019年更
糟。我们不会很快致富，但
决不会死亡。现在不是我们
顶天立地的那个年代。我

们想走得更远就必须努力奋
斗。”
总统在演讲结束时公布了一份
非公开报告的摘录，内容是世
界人民如何评价我们：“不仅
是来白俄罗斯的游客、打冰球
的人等，还包括专业人士和专
家，这些人是受过良好教育，
勤奋的人，给我留下深刻印
象的是，这些人不会像乌克
兰人、俄罗斯人和其他邻国
那样，接受不属于他们的东
西。我很高兴从非公开的消息
中读到这份报告，人们不会大
声说出来，而只是制定政策，
向政府提供建议。这很值得。
我们也要那样。我们必须了
解我们国家的生活。而且我
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对
邻国产生敌视，尤其是俄罗
斯。有人真的希望我们将两
个民族团结在一起。今天，
白俄罗斯人与俄罗斯人之间
的关系标志着兄弟邻国之间
的关系。因此，我们不应认
为在西方或东方的某个地方
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幸福掌
握在我们手中。而且，如果
我们与我们的战友们发展好
关系，我们一定会维护和加
强我们的主权和独立。让我
们为之努力” ，白俄罗斯总
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敦促
所有人。
“为精神复兴”颁奖典礼的
主旨——国家的瑰宝是那些
凭借自己的才华、创造力和
努力提高自己的名誉、激发
同胞的善行的人，他们是真
正爱国人士。
今天晚上登上共和国宫舞台
的人们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它们都是不同的，但同时彼
此都有相似之处，因为他们
执行特殊任务。通过他们的
工作，使世界变得更加美
好。他们取得了真正的精神
成就，是爱国主义的生动榜
样。这一点值得高度重视。

奥列格·博格马佐夫

sB
.B

y

《杜达里基》民间乐团是白俄罗斯总统奖章（文化艺术类别）获奖团体之一。 

图：团长德米特里•罗文斯基和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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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圣诞节比赛的
16年历史中，
明斯克的粉丝
见到了20多个
国家的代表。
从公认的世界

冰球巨人：芬兰人、加拿大
人、瑞士人、美国人，到最
近才取得首次成功的人：来
自中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的冰球运动员。独特的团队
还会在圣诞节比赛中表演。
您不会在职业选手之间的比
赛中看到这些组合。IIHF，波
罗的海和巴尔干国家队的不

同国家热爱冰球的球员团结
在一起。美国冰球联合会负
责人顾问戴夫·奥格林感到
惊喜：
“我们没想到这次事件会如
此严肃。规模令人印象深
刻，我们看到了伟大的冰球
运动！圣诞锦标赛很难被高
估。让我们看看谁来了：领
导人、IIHF工作人员、资深冰
球运动员，又见了面。这是
难得的机会！我们一定会回
到这里。”
2005年。明斯克体育宫。白
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

申科因对这项运动的发展做
出了巨大贡献而获得国际冰
球联合会的奖项。令人难忘
的时刻是历史上首次业余锦
标赛的决赛高潮。白俄罗斯
冰球联合会执行董事谢尔
盖·萨维茨基指出，发展业
余冰球有许多先决条件：
“修建了运动宫殿，白俄罗
斯锦标赛获得了独立，儿童
冰球得到了迅速发展……外
交部帮助了我们。他们与业
余团队建立了联系。由于各
方的兴趣，该比赛于2005年1
月举行。”

再次获胜！
今年，明斯克举办了第16届圣诞节国际冰球业余锦标赛，争取白俄罗斯总统奖。 
冰上运动的著名大师们争夺杯赛，并为球迷带来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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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这项比赛的明星
每年都会来明斯克。您不必
走得太远，例如，去年，他
们遇到了达里乌斯·卡斯帕
拉蒂斯，菲尔·埃斯波西和
安德烈·尼科利辛。今年，
他们在明斯克看到了史蒂
夫·卡斯珀，理查德·林特
纳，阿列克谢·科瓦列夫，
阿列克谢·日特尼克和其他
传奇球员。
2007年，加拿大冰球创始人
第一次来到明斯克参加圣诞
节比赛。参赛的国家数目第
一项记录是12个。在其第一
次迷你周年纪念日中，圣诞
节锦标赛以非正式的世界业
余锦标赛的身份出现。瑞典
冰球联合会负责人安德斯·
拉尔森对他所看到的景象印
象深刻：
“很棒的比赛！你看看台，
它已经满了。奇佐夫卡竞技
场的气氛非常棒。我对竞争
的程度感到惊讶。我们喜欢
这里的一切。”
圣诞锦标赛进一步巩固了冰
球迷在全国各地的地位。长
期存在的所谓的“夜冰球联
盟”或明斯克市冠军已经扩
展到三个分区。如果在较高

级别或第一个级别中，以前
曾以某种方式或职业参与这
项运动的人在进行推广，而
在第二个级别中，仅业余爱
好者：导演和普通工人，老
师和医生，消防员和动力
工程师。如今，这是按参与
者人数划分的规模最大的划
分。球迷之间的国家冠军？
总统体育俱乐部奖品的国家
业余锦标赛就是针对这个定
义。从9月到4月，白俄罗斯
各地区的球队争夺杯  赛和冠
军头衔，总统团队也参加比
赛。
您必须始终保持体形。但
是，冰球运动员最高峰是在
一月份。更确切地说，在国
际圣诞节比赛期间。新的体
育年的伟大开端！卢卡申科
在当前比赛开幕时谈到了这
一点：
“在这些新年假期中，明
斯克实际上是在与冰球一
起生活和呼吸冰球。民间
冰 游 戏 忠 实 粉 丝 的 这 些
竞赛长期以来被称为非官
方的业余世界锦标赛。如
今，它已在世界各地流行
并广为人知，它具有自己
的传统和符号。”

在比赛开始之前，组织者必
须解决一个已经很熟悉的
问题：如何以紧凑的比赛形
式容纳每个想要在此站点上
比赛的人？今天晚上，在奇
佐夫卡竞技场的冰面上，十
二支球队打了招呼，隆重鸣
响，以纪念来自俄罗斯、德
国、中国、芬兰、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瑞士、巴尔干和
波罗的海国家队的老朋友……
 “如果没有您，就无法想象
我们的比赛，”亚历山大·
卢卡申科对客人说。我们特
别高兴地注意到，我们的兄
弟乌克兰人返回了明斯克。
热烈祝贺锦标赛美国队首次
亮相。确认了我们的比赛具
有很高的地位并引起人们的
极大兴趣，我们认为自己参
加了国际冰球联合会的比赛。
顺便说一句，除了在基佐夫
卡竞技场冰球迷比赛外，还
有金冰球决赛的激烈争夺。
这不仅仅是一个传统。这是
一种将经验和智慧与年轻的
热情和激情成功融合在一起

的方法，可以发展冰
球。的确，这是对于年
轻的冰球运动员来说，
与真正的冰球明星比赛
是您可以想到的最佳大
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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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在讲话中指出，很快明斯克
将再次举办世界冰球锦标
赛，2021年5月，世界上最好
的球队将再次在我们之中出
现。
总统说：“准备工作如火如
荼。”白俄罗斯打算为每个
人举办与我们2014年世界杯
相同的宏伟体育节。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也感谢
锦标赛参与者积极参与“孩
子们的圣诞节”活动：
“非常感谢所有拜访我们孩
子的人，他们需要长者的关
注，帮助和支持。谢谢您的
热情。”
总统回顾说，圣诞节锦标赛
始终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艰难
比赛，同时也是操场和看台
上悠闲的假日气氛。
卢卡申科强调：“比赛的另
一个特点是，与比赛的优胜
者和获奖者一起，所有参与
者一起狂欢，最重要的是，
我们进入比赛场地的那些人
始终是我们的粉丝，因为在
这个冰场上的重点是我们最
喜欢的运动。
国际冰球联合会负责人勒
内·法泽尔亲自来到白俄
罗斯参加了这个体育节。
这位工作人员很高兴来到

这里，他强调，比赛是在专
业人士的世界冠军级别上组
织的。勒内·法泽尔在与亚
历山大·卢卡申科的私人会
晤中，在独立宫谈到了这一
点。这是体育外交实践的榜
样。毕竟，白俄罗斯在体育
界的形象也正在形成。不仅
由于运动员的胜利，而且还
由于国际比赛的组织水平。
外国客人可以看到我们发达
的基础设施，一流的体育设
施以及欧洲级城市。最后，
他们将白俄罗斯评估为能够
举办包括世界冰球锦标赛在
内的最大规模比赛的国家。
而这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
首都阿布扎比。平均气温为
40度。冰球在这个国家应该
如何发展？这仍然是有可能
的。是的，而且并非没有
白俄罗斯人的帮助。总统体
育俱乐部已经与阿布扎比体
育理事会，特别是阿布扎比
冰上运动俱乐部和阿联酋冰
上运动联合会签署了合作备
忘录。我们的专家来到了这
个炎热的国家，与当地的冰
球运动员分享他们的经验。
阿联酋团队的负责人是Ar-
tem Senkevich。其他白俄

罗斯专家也进入了培训团
队：Mikhail Klimin，Andrey 
Yakimovich和Sergey Zadele-
nov。这是体育外交的另一个
例子。
我们周围是圣诞节短语，在
一个神圣的假期的前夕经常
可以听到。它以一种特殊的
方式感谢圣诞节比赛。这不
关冰球大战，而是竞争对手
在总统体育俱乐部和冰球联
合会的赞助下举办的慈善活
动。今天，在明斯克地区，
孩子们变得更加快乐。
今年的总统队捍卫了圣诞节
锦标赛中最强的头衔。在决
赛中，俄罗斯人被击败。在
这颗星球的爱好者中，总统
队已是第13次获得冠军。传
统上，会颁发金冰球奖。孩
子们灼热的眼睛，总统的微
笑，洋溢着激动的情绪，但
这肯定存在于每个人的灵魂
中。这里没有失败者，只有
胜利者！
参加明斯克年度比赛的人数
将增加。超过十二支队伍宣
布他们希望在圣诞节前在白
俄罗斯演出。白俄罗斯首都
已经准备好应对这一挑战。

阿列克谢·费多索夫

在总统团队与IIHF团队
进行比赛时，观众注意
到一位小球迷拿着标
有“有梦无害……我想
要总统的球杆！”字样
的海报。
比赛结束后，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将男孩梦
寐以求的球杆赠予了男
孩，看台上热烈的掌声
打动了所有人。确实，
梦想必须成真！特别是
圣诞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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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他们的幸福未来
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在共和国宫举行的慈善庆典上说：“根据传
统，白俄罗斯人从未有过别人的孩子。”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我们孩子们的慈善
马拉松赛在白俄罗斯举行。

国
国家元首感谢所有支持这
项倡议的人回应了他的呼
吁。“对我来说，作为总
统，至关重要的是要千方百
计提高孩子们的生活水平，
给与真诚的关怀、温暖、意
想不到的礼物，以及与善
良、乐于助人的人们愉快的
聚会。那应该是我们的假

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对白俄罗斯小朋友说。
但是他回忆说，就像生活中
所有最好的礼物一样，礼物
好不好仅取决于我们自己。
卢卡申科保证说：“如果你
真的想要它，并为此做些什
么，那你肯定会得到想要的
一切。”

“在内心的指引下，我们
时 刻 准 备 参 加 其 他 州 朋
友的活动。我们以某种方
式生活在一个宁静的天空
下，一个平静、安静而美
丽的国家。但是，并非每
个地方都这样。我们就像
真正的贵族，像真正的白
俄罗斯人一样帮助这些孩

Ev
g

En
y

 P
Es

Et
sk

y



11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慈善马拉松赛

子。来自世界各地的儿童
来找我们做康复项目。例
如，来自日本、中国、叙
利亚的孩子们。总统说，
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的儿
童参观了祖布雷诺克共和中
心。我们成年人大部分时间
都是为了这些孩子们的幸福
未来而生活和工作。”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指出，
他相信，礼堂内的所有孩子
们以后将成为好人，他们将
为自己的国家做出重要和有
益的贡献。他们可能成为奥
林匹克运动会、音乐和艺术
大赛的胜利者：“我为你
们的所有成功感到由衷的自
豪。我认为，当我们为最有
才华和最年轻的白俄罗斯
人开放国家儿童科技园时，
这样的成功将变得更大。我
们的孩子将从全国各地到那
里。唯一的通行证就是你们
的知识和才华” ，他强调
并要求白俄罗斯小朋友珍惜
亲人、尊重老师。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约 2 4 0 0 名
儿童被邀请到共和国宫。

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创作比
赛、国家和国际比赛、体
育比赛、土建工作中取得
了重大成就，而另一些人
则遭受了最大的损失——
孤 儿 、 无 父 母 陪 伴 的 孩
子。特别来宾包括来自弗
兰奇斯克·斯卡立纳维尔
纽斯学校的学生和白俄罗
斯-里加小学的学生。

玛丽亚·达达科

“对我来说，作
为总统，至关重
要的是要千方百
计提高孩子们的
生活水平，给予
真诚的关怀、温
暖、意想不到的
礼物，以及与善
良、乐于助人的
人们愉快的聚
会。那应该是我
们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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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在那个一月的晚上，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
卢卡申科的工作住所无法辨认：它变成了一座
真正的维也纳宫殿。此外，喜庆的宫殿不仅有
圣诞树、郁郁葱葱的小屋、长长的女士礼服、
庄严的骑士和总统乐队，而且还是充斥童话般
的气氛。老实说，即使在新闻中心也能感受
到……是的，多次的彩排没有白费。
按照传统，舞会以波兰舞开场，然后总统亲自
向当晚的参与者致意。国家元首卢卡申科指

出，感谢他们：青年的才华和美丽征服了大
厅。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回忆说，一年前，在
新年假期的前夕，白俄罗斯第一个舞会在独立
宫举行。因此，最美丽的舞蹈传统之一得以复
兴，白俄罗斯人在整个欧洲文化的心脏地带生
活和发展了多个世纪。
 在任何时候，宫殿都是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
心，最高级别的艺术伴随着许多礼仪活动。
在现代世界中，它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尤其

白俄罗斯举行了独立以来的第一次维也纳舞会

遵循欧洲最好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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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国际外交中，并为加强人民与整个国家
之间的友好联系开辟了新的机会。今天，随
着久经考验的政治礼仪的延续，我们在宫殿
举行了现代白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个维也纳
舞会。但是请注意，这是你我去年创立的辉
煌传统的延续。总统强调，在我们古典、高
雅的气氛中，我们将继续与奥地利朋友成功
开展双边对话。
他赞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界友好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对晚会的组织者表示感谢，并提请注意该活动
的慈善重点。
总统相信，邀请该国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到独立
宫的传统将是对经典的维也纳舞会的一次美妙
补充。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表示，希望奥地利
朋友不会反对这种创新。
奥地利国家领导人称庆祝晚会的主角正是获奖
者和学者——他们毫无疑问是最棒的。学生们
应邀参加了在独立宫举行的维也纳舞会，他们
在学习、创造力、体育、科学和社会活动，以
及在职青年代表方面取得了特别的成就。舞会
的参加者还包括天才小学生、学生中支持特别
基金的学者、总统奖学金的持有者、国家科学
比赛的参加者、国际和国家创造性比赛的获奖
者、国际科学和实践会议文凭持有者、志愿者
运动代表。
 “现在，我非常高兴地看着你们，你们年
轻，非常年轻、快乐、眼神闪耀、充满热情、
聪明又美丽。穿着漂亮晚礼服的女孩，穿着燕
尾服的男孩。我感到非常自豪，这是我们人民
的美丽。今天你们就是这些人的化身。美丽、
智慧、努力的结合。这些是白俄罗斯民族闻名
的象征。这些就是使我们与众不同并与其他国
家区分开的特质”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强
调说。
 “无论你们追求什么，无论你们在哪里
奋斗，都不要忘记：我们是白俄罗斯人，
我们有一个国家，我们有一个家园，要与
它保持联系。请记住，当一个人脱离根源
时，他会失去脚下的地面，最重要的是，
会失去精神力量的来源。我们的祖国，无
论大小，都在这里。我们建立并维护了一
个主权国家。你们是国家的希望。我们的
国家将来会怎样，取决于你们的愿望”，
主席对舞会的参加者说。
他指出，白俄罗斯人以开放和对明天的信心
来庆祝新年。 2020年将是我们共同努力的一
年。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总结道：“我坚信，在活
动中提出的愿望将有益于我们的白俄罗斯。”

然后，我们谈谈管弦乐队。总统亲自参加了皇
家舞的表演——维也纳华尔兹舞。在舞会古典
部分中，有波尔卡、pas de patiner、加洛普
舞、四对舞，还设置了客房、左侧华尔兹大师
班、“ Belt”和“ Bells”球类游戏。晚上
继续进行随机节目，其中包括cha-cha-cha、
伦巴、桑巴、狐步舞，来宾（包括外交官和政
府官员）以及所有舞者进行最后一场舞会。
总统在12月访问白俄罗斯国立医科大学时评论
了独立宫的维也纳舞会（以前是扬卡·库帕拉
国家学术剧院的所在地）。
“参与者对此充满热情，他们请求在整个欧洲
和世界范围内的电视上播放。什么是维也纳舞
会？这是一个小房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礼
堂）……他们三年前邀请了我。正如爱国者所
说，我拒绝了，我们将自己继续努力。我们举
办自己的舞会，我们举办了，现在他们再次邀
请我。我说：那好吧”，总统说道，并强调：
他决定邀请王室以“诺曼形式”出席会面。
“主要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青年”，亚历
山大·卢卡申科当时强调。
白俄罗斯-奥地利——美丽的一对
奥地利驻白俄罗斯特命全权大使阿洛伊西亚·
沃格特代表奥地利代表团表示感谢，奥地利的
传统以及对美丽和优雅的热爱将完美地植根于
白俄罗斯的土壤。
阿洛伊西亚·沃格特说：“这并不令我感到惊
讶，足以让我想起Michal Kleofas Oginsky的
名字，他写了许多美妙的波兰舞曲。”
她向白俄罗斯总统送了象征性的礼物——白俄
罗斯生产的水晶球（德语中的舞会跟“球”的
发音类似），里面装满奥地利糖果“莫扎特”
。大使认为白俄罗斯和奥地利的结合是非常具
有象征意义的。
她说：“我非常希望维也纳舞会再一次在明斯
克举行。”
作为回应，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承诺，白俄罗
斯将不会拒绝维也纳舞会，并将每年举行一次
这样的活动，这要感谢奥方的帮助。
“我很高兴您说西方传统在白俄罗斯的土地上
很合适。谢谢您。我认为这些良好的传统迟早
会在我们欧洲的中心出现” ，亚历山大·卢
卡申科回答。
卢卡申科说，他已指示总统府准备一部有关舞
会的电影，作为对每个参与者的礼物。
“你们，尤其是年轻人，正在撰写你们的故
事。这将是你们一生中美好的一页，你们可以
随时向你们的孩子、孙子、亲戚朋友展示”，
卢卡申科充满信心。

瓦尔瓦拉·莫罗佐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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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们对城市广场上用人造树代替天
然圣诞树表示不满这件事已被遗
忘很久了。如今，最受家庭喜爱
的节日街景是艺术作品和创造性
思维——不管这些树是否有真正

的针叶。甚至有些“绿美人”也有她们自己
令人心动的故事……今天，我们将谈论最不寻
常的圣诞树，这些圣诞树在2019年的帷幔中装
饰着白俄罗斯的城市，并一直吸引着人们的眼
球，直到1月中旬。

最主要的

首都10月广场上的中心圣诞树一直受到高度
重视。从白天看(12月14日在明斯克开启了节
日照明)，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情况并非如
此。虽然骨架是旧的，而且高度大致相同，约
在30米以上，但技术设计已经更新。100多个
像素串可以向广场展示不同的图像。控制柜藏
在结构主体下面。还计划了配乐图像。

最环保

在莫吉廖夫的博德尼科里公园里有一片杉林。
旁边出现了一条带有其他创意圣诞树的小
巷——看上去像是戴红色帽子的森林人。 “ 
莫吉廖夫绿化建设”公园的负责人尤里·马

卡萨里亚说，森林的美景和不寻常的组
成，是企业的员工们自己创造的。区域
中心的42个组织参与了这个城市主要度
假胜地之一的设计。所有装饰均采用环
保材料制成。例如，普通货盘变成了
明亮的篱笆，树枝变成了神话英雄。
公园里还出现了一座冷杉树枝拱门，
并为莫吉廖夫人民提供了装饰这一构
图的机会。

最有情怀的

在戈梅利最新街区，装饰了一棵
精美的云杉，是养老金领取者弗
拉基米尔·洛格维年科赠送给
当地居民的。 这棵树在他列
齐茨科区的红郊村别墅中
生长。长高到15米后，这
棵树开始带来麻烦：过
度生根吸收了土壤的养
分。弗拉基米尔·德米
特列维奇给区委会写
了一封电子邮件，表
示准备将树送出，并
附上了照片。全区
各地的有意者都打
来电话，但主人偏爱

来吧，圣诞树！
白俄罗斯最不寻常的城市圣诞树是什么样的

莫吉廖夫的生态环保圣诞树

维捷布斯克胜利广场的圣诞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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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人。社区工作人员
精细地将树木砍倒，然
后小心地将其运到瑞典
山——一个有近1.3万人居住的小区。顺便说
一句，那里第一次被装饰上新年树。

最具生命力的

格罗德诺市中心构建了一条由42棵不寻常
的圣诞树组成小巷——这个创意设计的效
果惊人。纽曼河上的这座城市中的大量工
业企业和组织、教育机构的代表以树木为
象征，用设计体现了他们优秀的工作。
例如，公交车队的圣诞树是用旧汽车轮
胎、道路标志以及该地区居住标志组成
的金字塔形。格罗德诺肉类加工厂的圣
诞树上摆满了香肠。音乐学院的伙伴
们把旧唱片当作树上的装饰品。用于
废物回收和机械分拣的工厂则使塑料
玻璃容器有了第二次生命...
最运动的
比去年高的人造树上用足球代替了
星星。足球象征着即将过去的一年
中当地的主要赛事之一——布列斯
特迪纳摩队在白俄罗斯锦标赛上
的胜利。相片中还显示了布列斯
特另一棵“健康生活方式风格”
的新年树。它在世界公园里，

以圣诞老人的形
式出现，在带
着礼物长途跋

涉后坐下来
休息。树上
装饰着840
个彩球和一
顶明亮的帽
子，而不是

以往的星星。今年冬天，公园设计的总体概念
是一个神话般的森林，可以满足所有愿望。

最爱国的

在索利戈尔斯克白俄罗斯开放式股份公司办
公楼附近真正具有魔力。今年，一棵独家圣
诞树出现在这里。高达17米的美景由10个装
饰层组成，每
层由像素花环
表示。21000
像素就是这个
奇迹的秘密。
在此屏幕上，
您可以看到各
种照片和视频
问候。工业巨
头总部大楼的
照明也变换着
颜色和图案。
照明画中有星
空、国家标志
和矿业首都的
图片。

最期待的

波洛茨克的主新年树经常成为头条新闻。它在
2020年的旅程也从冒险开始：在运输过程中缆
绳断了，新年树从拖车掉到了车道上。很奇怪
但是波洛茨克的“蓬松美女”经常不走运。在
2018年，中央广场上的新年树在第二次尝试后
才安装好——第一棵树在运输过程中受到了严
重损坏。2017年，节日的这个主要象征的顶部
明显倾斜，网友们称之为“比萨新年树”。在
2015年，已经装好的圣诞树被大风吹倒了……
因此，波洛茨克的居民不耐烦地期待着冬天也
就不足为奇了：下一个绿色的节日象征将给人
怎样的心情？幸运的是，2020新年树已完好地
安装在自由广场上了。

前往波拉茨克和圣诞树

礼轻情意重

明斯克的主圣诞树

《白俄罗斯钾肥厂》圣诞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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Ёсць ней кая ня ўлоў ная мя жа па між лі

хам і д
а бром —

 у лю бую па ру жыц ця. Н
а

ват у
 ця пе раш нім ча се, ві хур ным све це, ка лі 

змя ша ла ся, зд
а ец ца, усё з усім. Нех та ро біць 

на та бе свой біз нес — а ўсмі ха ец ца, як леп

ша му сяб ру. Х
тось ці, п

ра вёў шы пе ра мо вы, 

зда ва ла ся б, “у цёп лай дру жа люб най ат м
ас

фе ры”, кі дае ўслед та бе, то
ль кі пры кры еш 

за са бой дзве ры, раз драж нё на: “Пайшоў 

ты!..”
. Ц

ы ніч ны кар’ е рыст, ц
яг ну чы жы лы 

з пад на ча ле ных на шля ху да ўла ды, зн
а хо

дзіць са бе ап
раў дан не: “Нічога асабістага: 

толь кі бізнес”. Эх, як хо чац ца та ды кі нуць 

бяз душ на му спрыт ню гу, 
пе ра фра зу ю чы 

бе ла рус кае на род нае: “Біз нес доб ра вА мі 

ўгно е ны — вось та му ён і р
ас це!”.

Здзел кі па брэк сі це, га
нд лё выя вой ны, 

аф шо ры, пад стаў ныя фір мы, кант ра факт, 

чор ныя ры эл та ры, пад поль ныя ца хі, ц
е не

вая эка но мі ка, бруд ная наф та, ганд лё выя 

санк цыі…
 Не хо чац ца доў жыць. Хо чац ца 

жыць — і не ба яц ца, што ця бе “кі нуць”. Ш
то 

та бе зд
ра дзяць. Ш

то та бе “ўсу нуць”. Ш
то 

ця бе ска рыс та юць і в
ы кі нуць, як сал фет ку. 

Спі шуць, вы бра ку юць. Ды яшчэ і ў
пік нуць: 

“Я ж та бе…” Ці ў маш та бах кра і ны: “Ну 

мы ж вам, бел ару сам…”. Та му ўсё больш 

цэ ніш з га
 да мі не столь кі ма тэ ры яль ны даб

ра быт (в
аж на ж не ко

ль кі м
а еш —

 важ на, 

каб та бе ха па ла), коль кі год ных лю дзей, 

хто ад чу вае ня ўлоў ную мя жу па між лі хам 

і да бром. І, 
тры ма ю чы ўсі мі сі ла мі раў на

ва гу на Тэ ры то рыі Д
аб ра, ні ко лі мя жу тую 

не пе ра сту пае.

Вя до ма ж, у вя лі кай па лі ты
 цы — свае за

ко ны, пі ярха ды, па літ тэх на ло гіі. 
Але ж ка лі 

ёсць ду хоў ная род насць і ш
чы расць па між 

людзь мі, то
 гэ т

а му ве рыш і б
ез “пры праў”. 

Пе ра гледзь це фо та здым кі, в
і дэа рэ парт ажы 

з ча су ві зі т
у Прэ зі д

эн та Бе ла ру сі ў Сер бію. 

Мяр кую, шмат 
зра зу ме е це, ад чу е це й без 

слоў. А
 нех та, маг чы ма, зг

а дае, я
к у 1999м 

ма ла ды Прэ зі д
энт м

а ла дой Рэс пуб лі кі Б
е

ла русь па ля цеў у Бялг рад. Які та ды бам бі лі 

са ма лё ты НА ТА. “Ча го ж яго ту д
ы, у са мае 

пек ла па нес ла?..” —
 пэў на, не толь кі бе ла

рус кія ба буль кі, па мя та ю чы жа хі Вя лі кай 

Ай чын най, так раз ва жа лі. Ды й ма лі лі ся 

за смель ча ка. ➔
 Ст
ар. 2 

ВыкладчыкзМінска,якін
екаторы

часмеўстатус“замежнагалектара”

ўБялградскімуніверсітэ
це,даў

інтэрв’юсваёйбылойстудэнтцы

Для Мі кі ты
 Су прун чу ка ў

 ма іх су ай

чын ні каўсер баў ёсц
ь толь кі са мыя доб

рыя сл
о вы. П

ра яго чу ла м
ер ка ван ні: ё

н 

ці хі ды спа ко
й ны ча ла век, вель мі ш

чы ры 

й пра нік лі вы. Н
е п

ры хоў вае, 
да ч

а го
 ля

жыць сэр ца. Х
оць не на ра дзіў ся ў Сер біі, 

але ж
 лю біць на шу кра і ну, з

аў сё д
ы вяр

та ец
 ца да яе, і 

на серб скай мо ве га
 во рыць 

вель мі доб ра. С
ерб ская мо ва, к

уль ту
 ра —

 

гэ т
а яго ны пра фе сій ны ін та рэс.

Мі кі та 
Вік та р

а віч —
 кан ды дат н

а ву
к, 

да цэнт ка фед ры тэ а р
э ты

ч на га 
і сла вян

ска га 
мо ва зн

аў ств
а Б

ел дзярж уні вер сі тэ та,
 

за га
д чык ка фед ры рус кай мо вы для за м

еж

ні каў у Мін скім дзяр жаў ным лінг віс ты
ч

ным уні вер сі тэ це. За ко
н чыў фі ла ла гіч

 ны 

фа куль тэт Б
ДУ (2002), вы кла дае с

ерб скую 

мо ву (тэ а р
э ты

ч ную гра ма ты
 ку і п

рак ты ку 

маў лен ня), а
 так

 са ма р
ус кую мо ву як за

меж ную. Кан ды дац кую аба ра ніў у 2005м 

па серб скай гра ма ты
 цы. Мі кі та 

Вік та р
а

віч — адзін з за
 сна валь ні каў Мінск ага 

лінг

віс ты
ч на га 

гурт ка. П
ра ца ваў не ка то

 ры час 

вы клад чы кам бе ла рус кай і рус кай мо ваў на 

фі ла ла гіч
 ным фа куль тэ це в

а ў
ні вер сі тэ це 

Бялг ра да, п
ры чым быў для нас, 

пры зна ю

ся, ад
 ным з л

ю бі мых вы клад чы каў.

З Мі кі там
 Вік та р

а ві чам мы амаль цэ лы 

дзен
ь гу та р

ы лі ў Бялг ра дзе, к
а лі ён

 удзел
ь

ні чаў у XVІ М
іж на род ным з’е

з дзе с
ла віс

таў,
 які пра хо дзіў ле та

сь 20–27 жніў ня. 

На пад ста
 ве гу та р

ак я зра бі ла ін тэр в’ю, 

якое н
а п

а чат к
у 2019 го да б

ы ло зм
е шча

на ў серб скім ча со
 пі се “K

njize
vni pregled” 

(“Л
і та р

а ту
р ны агл

яд”)”.
 Пра па ную чы та

чам ва ры янт ін
 тэр в’ю на бе ла рус кай мо ве.

— М
і кі т

а В
ік т
а ра

 віч
, як

 па ч
ы н
а лі


ся В
а ш
ы д

а ро
 гі ў

 Се
р бі
ю?

— Ка лі я ву чыў ся на ф
іл фа ку БДУ, то

 

спе цы я лі за в
аў ся на к

а фед ры сл
а вян скіх 

моў і т
э а р

э ты
ч на га

 мо ва зн
аў ств

а. З
а сн

а

ваў яе ў
 1966м го дзе в

ы дат н
ы ву

 чо ны, 

пра фе сар Адам Су прун. Я
го ныя вель мі 

ці ка выя лек цыі мне п
а шчас ц

і ла сл
у хаць 

у 1997–98 га д
ах. Кі раў ні ком жа ма ёй

 

ды сер та цыі, пры све ча най асаб лі вас ц
ям 

серб скай гр
а ма ты

 кі, б
ыў бы лы ас п

і рант 

Ада ма Я
ў ге н

а ві ча, ц
я пе раш ні пра фе сар 

філ фа ка БДУ Ба рыс Нор ман, вы біт ны 

на ву
 ко вец. Дзя ку ю чы та кім слаў ным лю

дзям я маю ін та рэс д
а сл

а віс ты
 кі. Н

а ф
і

ла ла гіч
 ным фа куль тэ це Б

ДУ з 2
005 го да 

вы кла даю серб скую мо ву, 
лінг віс ты

 ку, 

не ка то
 рыя ін шыя прад ме ты

.

— А
 ка
 лі ў

 Ва
с з’

я ві
 ла с

я ц
і ка
 вас

ць 

да с
eрб

ска
й м

о вы
? Х

то б
ы л
і ва

 шы
 на


ста
ў ні
 кі?

— Яшчэ ў шко ле м
я не ц

і ка ві ла гі
с то



рыя Ю
га сл

а віі, т
а му са чыў за 

на ві на мі з 

Сер біі, М
а ке до ніі, Б

ос ніі, Х
ар ва ты

і. Т
а ды, 

у 90я, па ст
у па лі ў асн

оў ным па ве дам лен

ні пра санк цыі, кан флік ты, вой ны, дэ ман

стра цыі… Гэ та б
ы лі пры кме ты

 пе ра мен, 

пе ра бу до вы, на ды хо ду но вых ча со
ў. А

кра

мя та го
, я за х

ап ляў ся, і м
ае с

ва я кі, ся
б ры  

так са ма, г
е ра із м

ам серб скіх сал дат. 
Вось 

так ці ка васц
ь да к

ра і ны, яе н
а ро да п

а ча

ла ся
 з б

я гу чых, га
 ра чых на він. У

 вы ні ку 

я ст
аў больш чы таць пра гі

с то
 рыю паў

днё вых сл
а вян. У

 ста рэй шых кла сах ма

тэ ма ты
 ка і 

мо вы ў мя не іш
 лі доб ра, т

а му 

не ка то
 ры час і

 су мня ваў ся: які ж кі ру нак 

для да лей ша га 
на ву

 чан ня аб
раць? В

ы ра

шыў пай сці на ф
і ла ла гіч

 ны фа куль тэт. 
А 

ў той час, 
у 90я, бы лі яшчэ св

е жыя ўспа

мі ны пра Юга сл
а вію як ма гу

т ную, ба

га ту
ю, сл

аў ную кра і ну. С
ка жам, у нас 

у 

Бе ла ру сі в
ы дат н

ай рэ пу та цы яй ка рыс та

лі ся аб
у так, м

эб ля, ад
зен

 не з 
Юга сл

а віі. 

У Бе ла рус кім дзярж уні вер сі тэ це ў 1997м 

го дзе ў
пер шы ню бы ла на бра на гр

у па ст
у

дэн таў па сербскaй мо ве і л
і та ра ту

 ры: два 

хлоп цы і д
зе вяць дзяў чат. 

Вы клад чы цай 

серб скай мо вы бы ла Л
юд мі ла Л

я во на ва, 

цу доў ная зн
аў ца с

ерб скай куль ту
 ры, пе

ра клад чы ца, в
ель мі сар дэч ны, да лі кат н

ы, 

доб ры ча ла век. А лі та ра ту
 ру вы кла даў 

пра фе сар Іван Ча ро та, л
і та ра ту

р ны кры

тык, пе ра клад чык і ўкла даль нік шэ ра га
 

ан та ло гій, які не каль кі дзе ся ці год дзяў вы

ву чае с
ерб скую куль ту

 ру, б
е ла рус касерб

скія су вя зі. ➔
 Ст
а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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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е за бы тыя 

вы, 

“Не за буд кі”!

Стар. 7

Та кія 

пры го жыя, 

цёп лыя дні

Стар. 4

Сваё мес ца 

ў крым скай 

су поль нас ці

Стар. 5

дыялогкультур

Род ныя лю дзі на Бал ка нах

БЕЛ
ТА

тэрыторыядаБрыні

радасць

напарадкудня

уБеларусіўчарговы

разпачаласямаштабная

дабрачыннаяакцыя

“нашыдзеці”

Пра то
е, к

аб у дзе т
ак у На

ва год неК
а ляд ную па ру бы ло 

больш на го
 даў для ра дас ц

і, р
у

пяц ца ў Бе ла ру сі н
е то

ль кі Д
зед

 

Ма роз і С
ня гур ка. У

 кра і не ш
то

год пра хо дзіць Усе бе ла рус кая 

даб ра чын ная ак цыя “Н
а шы дзе

ці”. 
Кі раў ні кі мі ніс тэр ств

аў ды 

ін шых ор га н
аў дзярж кі ра ван ня, 

мяс цо вых улад, прад стаў ні кі 

гра мад скіх ар га н
і за ц

ый на па

вест к
у дня ста вяць... 

дзі ця чую 

ра дасц
ь. Са лід ныя дзя дзіц

ё ці 

на вед ва юць дзі ця чыя ін тэр на ты
, 

да мы ся мей на га
 ты пу, апя кун

скія й пры ём ныя сем’і, а
 так са

ма тыя сем’і, 
якія вы хоў ва юць 

дзя цейін ва лі даў. 
Не за ст

а юц ца 

без вы со кай ува гі 
й цэнт ры ка

рэк цый нараз в
і ва ю ча га 

на ву


чан ня й рэ аб
і лі та цыі, б

аль ні цы. 

Чы ноў ні кі він шу юць дзя цей з 

Но вым го дам, Ка ля да мі, пры

во зяць ім
 па да рун кі. Д

а т
а го

 ж 

аказ в
а юць да па мо гу кі раў ніц тву

 

та кіх пад шэф ных уста ноў у вы

ра шэн ні бя гу чых праб лем.

Ак цыя пра хо дзіць да 10 сту

дзе ня. Пра жа дан не паў дзель

ні чаць у ёй за яві лі ка ля 100 

ар га ні за цый. На ве даць сё ле та 

мож на больш за 130 аб’ ек таў.

Іва
н Ів

ана
ў

Серб скія ўра жан ні М
і кі ты

 Су прун чу ка

У часе візіту
 Прэзідэнта Беларусі ў Бялград мы чулі шмат неказённых слоў не толькі пра дзелавое 

партнёрства. “М
ы сябры, мы проста родныя людзі. А

 гэта найвялікшая і ш
чырая аснова нашага 

супрацоўніцтва,” —
 заявіў Аляксандр Лукашэнка на сустрэчы з П

рэзідэнтам Сербіі Аляксандрам Вучычам.

СВетапогляд

Аляксандр Лукашэнка і А
ляксандр Вучыч заўсёды сустракаюцца як родныя людзі

Мікіта Супрунчук

1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чацвер, 26 снежня, 2019 

Пра зна ка вую па дзею па ве дам ля ла га

зе та “Го лас Ра дзі мы”: сям’я Ста ні сла ва і 

На дзеі Пад ка ры та вых пры зна на леп шай 

па вы ні ках Усе ра сій ска га кон кур су “Сям’я 

го да — 2019” (“Ра сій ская сям’я з бе ла рус

кі мі тра ды цы я мі”. — ГР, 15.11.2017). Пад 

Ка ля ды, На ва год нія свя ты мы час та жа да ем 

род ным, бліз кім, зна ё мым ся род ін шых да

бро таў і шчас ця ў ся мей ным жыц ці. Якое 

(з га да мі ра зу ме ем…) не заў сё ды са лод кае 

й прос тае, ні бы ка ра мель кі ў дзя цін стве. І 

гэ тыя на тат кі — спро ба раз гле дзецьзра

зу мець, як сваё ся мей нае шчас це ра зум на 

вы бу доў ваць: бо з не ба ж не па дае, і Дзед 

Ма роз яго ні ко му не пры но сіць...

СтаніслаўплюсНадзея

Сям’я Пад ка ры та вых увай шла ў лік пе

ра мож цаў Усе ра сій ска га кон кур су ў на мі

на цыі “Шмат дзет ная сям’я”. Ста ні слаў і 

На дзея вы хоў ва юць пя ця рых дзя цей: крэў

ных Ан ге лі ну (18 га доў), Алё шу (15), Ма

рыю (8) і пры ём ных Мі кі ту (10), Ан тош ку 

(5). Ра зам яны ўжо 24 га ды, а па зна ё мі лі ся ў 

Лан ге па се Хан тыМан сій скай аў та ном най 

акру гі — Юг ра (тэ ры та ры яль на ўклю ча

на ў склад Цю мень скай воб лас ці). Да рэ чы, 

го рад наф та ві коў на веч най мерз ла це, між 

ля соў і ба лот, пры поў най ад сут нас ці да рог 

па чы на ю чы з 1979 го да бу да ва лі як раз бе

ла ру сы: та кую за да чу па ста ві ла кі раў ніц

тва СССР пе рад бу даў ні ка мі БССР. “Мож на 

ска заць: нас па зна ё міў Лан ге пас, — згад вае 

На дзея. — Дзя ку ю чы та му, што баць кі пры

еха лі ў гэ ты го рад, мы з Ста ні сла вам су

стрэ лі ся. Па ча лі сяб ра ваць яшчэ ў шко ле. 

Я на ра дзі ла ся ў бе ла рус кім го ра дзе Баб руй

ску. Баць кі, Ма рыя і Мі ка лай Піс ку ны — ка

рэн ныя бе ла ру сы. Ка лі ў 1986м зда ры ла ся 

Чар но быль ская ава рыя, баць ка пра ца ваў у 

Лан ге пасе, вы ра шыў сям’ю за браць да ся бе. 

Так і па ча лі аб жы ва цца на Поў на чы”.

Ста ні слаў на ра дзіў ся ў Чэ ля бін скай воб

лас ці, так са ма з баць ка мі пры ехаў у Лан

ге пас. У 10м кла се ён пе ра вёў ся ў экс пе

ры мен таль ную шко лу № 6, дзе ву чы ла ся 

На дзея, толь кі ў ін шы клас. І ў той год як раз 

ды рэк тар ка вы ра шы ла ад пра віць дзе ся ці

клас ні каў у Пя ці горск: па гля дзець, як су мя

шча ец ца пра цэс на ву чан ня ды азда раў лен ня. 

Там Ста ні слаў і На дзея й “су тык ну лі ся лоб 

у лоб”. Друж ба па ча ла ся ўжо ў Лан ге па се. 

Быў год рас стан ня: Ста ні слаў па сту піў ву

чыц ца ў ВНУ і з’е хаў. “А по тым Стас пра даў 

са свай го ма та цык ла ней кую зап част ку — і 

на тыя гро шы ку піў два ся рэб ра ныя коль

цы”, — з цеп лы нёй згад вае На дзея вы са ка

род ны ўчы нак му жа. Яны да лі адзін ад на му 

клят ву ка хан ня й вер нас ці на ўсё жыц цё. І 

што за ста ва ла ся баць кам? Ска за лі: “Жа ні

це ся!”. Па 18 з па ло вай га доў бы ло ім, ка лі 

ста лі му жам і жон кай.

Двепалавінкіаднагоцэлага

Яны атры ма лі юры дыч ную аду ка цыю, 

ства ры лі свой біз нес. Зда ва ла ся б, усё як у 

лю дзей, толь кі дзе так у ма ла дой сям’і не 

бы ло. Спе цы я ліс ты, пра вёў шы ана ліз ДНК, 

мер ка ва лі: муж і жон ка вель мі па доб ныя ге

не тыч на — як па ла він кі ад на го цэ ла га, мож

на ска заць, яны як брат і сяст ра. Та му, ка за лі, 

не мо жа ў іх быць дзя цей. Але, ня гле дзя чы 

на та кія “бязнадзейныя” за клю чэн ні, дзе ці ў 

іх з’я ві лі ся! ➔
 Стар. 4

Адразутрыадметныякнігі

пісьменніка,перакладчыка,

даследчыкагісторыіпрэзентаваліся

нядаўнаўДзяржаўныммузеі

гісторыібеларускайлітаратуры

Ве ча ры на “Ве ліч спад чы ны і го нар 

лі та ра ту ры” пры свя ча ла ся твор час ці 

Юрыя Кур’ я но ві ча. Вя ду чая Воль га Гу

ле ва, якая за гад вае на ву ко ваэкс па зі цый

ным ад дзе лам, на га да ла: Юры Ула дзі

мі ра віч — даў ні сяб ра му зея. У 2013м 

прэ зен та ва ла ся там кні га яго пе ра кла даў 

з укра ін скай мо вы “Цві туць сла неч ні

кі”. На гэ ты ж раз аж но тры кніж кі аў

та ра бы лі прад стаў ле ны: “Пят ро Фран ко. 

Авія тар, хі мік, лі та ра тар”, “Ста ра свец

кая Ло шы ца” ды “Ту раў. Ста ра жыт ны і 

су час ны”. У шчы рай раз мо ве паў дзель

ні ча лі пісь мен ні кі На вум Галь пя ро віч, 

Ула дзі мір Ма роз, Алесь Гі бокГіб коў скі, 

Кас тусь Цы буль скі, На тал ля Куч мель, 

Юлія Ма са рэн ка, Мі ко ла Ба га дзяж. Сва

і мі дум ка мі па дзя лі лі ся й лі та ра ту ра

знаў цы, да след чы кі Ана толь Ва ра бей, 

Ва ле ры Ге ра сі маў, Ге надзь Ка жа мя кін, 

На тал ля Да вы дзен ка, На тал ля Се маш

ке віч, ву чо ныя Алесь Бель скі, Аляк сей 

Віш неў скі, Дзя ніс Лі сей чы каў. Доб рыя 

сло вы пра ня стом на га пра цаў ні ка й сяб

ра Юрыя ка за лі кі раў ні цы ўкра ін скіх 

су по лак “Ват ра”ды “Об рій” — ад па вед

на Га лі на Ка люж ная ды Тац ця на Струк, 

мас тац кі кі раў нік Тэ ат ра фальк ло ру 

“Ма ту лі на ха та” Мі ко ла Ко

таў, прад стаў ні кі куль тур

ных і на ву чаль ных уста ноў 

Бе ла ру сі.1 Па ча лі прэзентацыю 

з кні гі, якую бе ла рус 

пры свя ціў сы ну зна

ка мі та га ўкра ін ска га пісь

мен ні ка Іва на Фран ка, яко га 

яшчэ на зы ва юць ва Укра і не 

Ка ме ня ром. Укра ін скія сяб

ры вы ка за лі вя лі кую па дзя

ку Юрыю Ула дзі мі ра ві чу за 

грун тоў нае да сле да ван не. 

Звяр ну лі ўва гу: кні га “Пят ро Фран ко. 

Авія тар, хі мік, лі та ра тар” — гэ та па дзея 

ў фран каз наў стве, і та кая пра ца спры яе 

ўзмац нен ню ўкра ін скабе ла рус кіх куль

тур ных су вя зяў. Дзя ку ю чы Юрыю Кур’

я но ві чу пра Пят ра Фран ка, які за ста ваў

ся ў це ню вя лі ка га баць кі, бу дзе больш 

вя до май і ў бе ла рус кім, і ва ўкра ін скім 

све це. На до лю Пят ра Іва на ві ча вы па ла 

шмат вы пра ба ван няў, але та ле на ві ты на

ву коў цахі мік, лі та ра тар, адзін з пер шых 

укра ін скіх авія та раў ні ко лі не губ ляў 

на цы я наль най год нас ці, ве ры ў вы со кае 

пры зна чэн не ча ла ве ка. ➔
 Стар. 6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Г а з е т а  з  Б е л а Р у с 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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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аясы 

з Валожын- 
шчыныСтар. 8

Рас цві та юць зі мой 
ва сіль кіСтар. 5

Карэліцкімі 
сцежкаміСтар. 7

гоДмАлойрАДзімы

...І шчас ця ў жыц ці ся мей ным НАвАгоДНікур’ер

кнігізмінска—

беларусам

замежжа
Шэсцьбібліятэчак,

скамплектаваныхзкніг

беларускіхвыдавецтваў,

перадаюццаўдарсуполкам

супляменнікаў,якія

дзейнічаюцьурасіі

Ак ты віс ты бе ла рус кіх су

по лак у су сед няй кра і не ма юць 

маг чы масць пе ра ка нац ца: па да

рун кі пад Но вы год пры но сяць 

не толь кі Дзед Ма роз і Сня гур ка. 

Збо ры асвет ніц кай, аду ка цый

най, кра і наз наў чай, бе ла рус

кай мас тац кай лі та ра ту ры, вы

да дзе най у дзярж вы да вец твах 

Бе ла ру сі (а боль шасць кніг — 

на бе ла рус кай мо ве), па тра пяць 

у хут кім ча се ў Ра сію. Па да рун кі 

атры ма юць: Фе дэ раль ная на цы

я наль накуль тур ная аў та но мія 

“Бе ла ру сы Ра сіі”, Рэ гі я наль ная 

гра мад скакуль тур ная ар га ні за

цыя “На цы я наль накуль тур ная 

аў та но мія бе ла ру саў Ка рэ ліі”, 

Сма лен ская рэ гі я наль ная гра

мад ская ар га ні за цыя “Бе ла рус

кая 
на цы я наль накуль тур ная 

аў та но мія Сма лен скай воб лас

ці”, гра мад ская ар га ні за цыі “Рэ

гі я наль ная на цы я наль накуль

тур ная аў та но мія “Бе ла ру сы 

Рас тоў скай воб лас ці”, мяс цо

вая гра мад ская ар га ні за цыя бе

ла ру саў г. Ка за ні “Спад чы на”, 

ла ба ра то рыя гіс то рыі ды яс пар 

гіс та рыч на га фа куль тэ та Мас

коў ска га дзярж уні вер сі тэ та імя 

М. В. Ла ма но са ва.

Пра ект рэа лі зу ец ца ў плы ні 

пад пра гра мы “Бе ла ру сы ў све

це” Дзярж пра гра мы “Куль ту ра 

Бе ла ру сі” на 2016–2020 га ды.

МіколаБерлеж

Ка ар ды на ты твор час ці Юрыя Кур’ я но ві ча

Апо вед пра бе ла рус кую сям’ю Пад ка ры та вых з прад мес ця Цю ме ні, якая не згу бі ла ся 

на сі бір скіх пра сто рах і ўда ле чы ні ад Баць каў шчы ны збе ра гае тра ды цыі прод каў

вечНыякАШтоўНАСці

Сям’я Падкарытавых ў Маскве. Нацыянальныя беларускія строі ўсім да твару.

Новыя кнігі Юрыя Кур’яновіча

1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аўторак, 14 студзеня, 2020

Даўняесяброўствазвязваемянезтвор
чымілюдзьмізДавыдГарадка—багатага
на цікавыя народныя традыцыі паселішча
Столінскага раёна Брэстчыны. Сцэнічная
творчасць палешукоў падпітваецца ўвесь
час традыцыямі продкаў— тым і цікавая
для беларусаў, якія жывуць у Расіі. Таму
йзапрасілісупляменнікісяброўмаіх,дый
мянеразамз імі,паўдзельнічацьусвяточ
ныхімпрэзахуПадмаскоўі.

Перадкалядны шлях давыдгарадоцкіх
артыстаўуПадмаскоўепралёгпразМінск,
дзе мяне падхапілі ўжвавымікрааўтобус.
Вёўяго,дарэчы,вясёлы,артыстычныСла
ваШасцюк— і сам як артыст. Народнае
аматарскае аб’яднанне “Прамень”, якім
кіруюць Ганна Пенцік і дырэктар Давыд
ГарадоцкагаДомакультурыМіхасьШыку
нец,запрасіўвыступіцьнаДняхбеларускай
культурыГеройРасііАляксандрДарковіч.
Ён—намеснікстаршынісаветаФедэраль
найнацыянальнакультурнайаўтаноміі“Бе
ларусыРасіі”,ародам—знашагаПалесся,
зДавыдГарадка.Сябрымнерасказалі,што
АляксандрВасілевіч—гвардыіпалкоўнік
запасу,ранейкамандаваўбрыгадаймарской
пяхотынаБалтыйскімфлоце.ІштоўБрэсце
жывуцьягородзічы,аўмузеігімназіі(ра
ней1яшкола)адкрылі23ліпеня2015года
ўгонарвыпускніка1978гаАляксандраДа
рковічамемарыяльнуюдошку.

Сам зямлякгерой і сустракаў нас
20 снежня ў Падмаскоўі: цёпла, душэўна.
Хоцьпрыехаліпозняйноччу, аднакпачас
тавалі нас чаем, прысмакамі, знайшоўся
і ўтульны пакой для адпачынку. Хлопцы
з дзяўчатамі, прытомленыя дарогай, але
ўзрушаныясустрэчай,спяваліпесню“Пры
язджайцеданасуБеларусь”,вальсаваліНі
наКомік,НадзеяБазоўская,ВалянцінШас

цюкдыРусланХрапіцкі.Падыгрывала ім
набаянеАксанаЦывіс,гучаўумаіхрукахі
мінітрамбон,якіспецыяльнаўпаездкудаў
АляксандрКрамко—заслужаныартыстБе
ларусі,дырыжорАркестраімяЖыновіча.

На другі дзень запрасілі нас у Зорны
гарадок, дзе адкрываліся Дні беларускай
культуры“БелыбуселляціцьуЗорныгара
док”. Там сустракалі гасцей кіраўнік Дзе
лавога і культурнага комплексу, старэйшы
дарадцаПасольстваБеларусіўРасііВасіль
Чэрнік, старшыніФНКА“БеларусыРасіі”
СяргейКандыбовічістаршыняРНКА“Бе
ларусы Масквы” Ала Тужылкіна. Потым
усеўдзельнікіДзёнусклалікветкідапом
нікаЮрыюГагарыну.ПрыўваходзеўДом
касманаўтаўгасцейсустракаліўрачыста,з

хлебамсоллю.Былісяродгаспадароўсвята
йнашзнакамітызямляк,лётчыккасманаўт
СССР,двойчыГеройСавецкагаСаюзаПётр
Клімук,атаксамакіраўнікгарадскойакругі
ЗорныгарадокЯўгенБарышнікаў,навучэн
цымясцовайшколы.

(На фотаздымках, выкладзеных пасля
свята ў інтэрнэце актывістаміФНКА“Бе
ларусыРасіі”,можнапабачыць, як госці з
Беларусі праводзяць змясцовымі дзецьмі,
падлеткамі, дарослымі жыхарамі Зорнага
гарадка майстаркласы па выцінанцы, вы
рабе ёлачных цацак, па народных танцах,
паказваюцьімэлементыКалядныхабрадаў,
калядавання.Такіяабрады,адзначым,вель
містаражытныя:уіхдахрысціянскіякара
ні.➔ Стар. 3

Спевынароднагахоруўкраінскай
песні“Криниця”,якімкіруе
беларускаМаргарытаКучук,гучаць
іўчасеКалядных,Навагодніх
святаўнарозныхпляцоўках
беларускайсталіцы

Калігэтыяартыстыспяваюць,тобе
ларускімгледачампадаецца:хорпрыехаў
зУкраіны.Насамойжасправеёнмінскі,
прычым кіруе ім беларуска.Хор спявае
ўпрыгожай акадэмічнайманеры.Папу
лярныёнужонетолькісяродукраінцаў.

Дарэчы, дзейнічае хор пры Маладзёж
ным грамадскім аб’яднанні “Украінскае
музычнае таварыства Криниця ”. Мы
сустрэлісязкіраўніцайхоруістаршынёй
таварыстваМаргарытай Кучук у Нацы
янальнай бібліятэцы, калі адзначалася
20годдзе Рэспубліканскага цэнтра на
цыянальныхкультур.Маргарыта,прафе
сійны музыкант, дырыжорхормайстар,
расказаланамнетолькіпрахор.

Сёння“Криниця”спяваешматукра
інскіх народных песень у апрацоўцы
вядомых кампазітараў. Сярод іх — ка
зацкія,паходныя,песнідумкі,атаксама
калядкі, купальскія, жніўныя… Ёсць у
рэпертуарыйгімны,прывітальныяпес
ні (напрыклад, “Зеленеє жито”), велі
чальныя(“Іввас,івнас”).Шматпесень
літаратурнага паходжання. Заўсёды за
ваёўваюцьсэрцыслухачоўтворы“Див
люсь я на небо”, “Взяв би я бандуру”

(насловыМіхаілаПятрэнкі),а
таксама“Стоїтьгорависокая”
(на словы Леаніда Глебава) і
“Ой ти, дівчино, з горіха зер
ня” (на словы Івана Франка).
Здольныя заваражыць любую
публікуйпесні на вершыТа
расаШаўчэнкі:“Реветастогне
Дніпр широкий”, “Заповіт”,
“Наш отаман Гамалія”, “Все
упованіє моє”, “Нащо мені
чорніброви”.

Хору90ягадыстварыліпрыхільнікі
ўкраінскай песні. Сярод спевакоў было
спачатку нямала ўкраінцаў, якія пасля
заканчэннябеларускіхВНУзаставаліся
жыцьуБеларусі.Яныжпазнейпрывялі
спявацьухорсваіхдзяцей,якіяпадрас
лі.Таямоладзьтаксамажадалападтрым
ліваць песенныя традыцыі, напаўняць
жыццём асяродак украінскай песні й

культуры. Маргарыта Кучук добра па
мятае: студэнткай харавога аддзялення
Інстытута культуры (цяпер Беларускі
дзяржуніверсітэт культуры й мастац
тваў)прыйшлаўкалектыў,кабпадтры
мацьпартыюсапрана.Такізасталасяў
хоры надоўга, бо, прызнаецца, украін
скіяпесні заваражыліяесвабодай,шы
рынёйісмеласцюдумкі.➔ Стар. 6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Г а з е т а  з  Б е л а Р у с і

Выданне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чытайце ў інтэРнэце на паРтале zviazd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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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о ва сі бір ская 
“Ля во ні ха”

Стар. 8

Та лен ты  
рас туць  

у да бры ні
Стар. 3

...І шчас ця  
ў жыц ці  

ся мей ным
Стар. 5

дыялогКультур

Ка ляд ныя спе вы ў Зор ным га рад ку

Укра ін ская пес ня — зу сім не чу жая

Са ма дзей ныя ар тыс ты з Да выд-Га рад ка і Мін ска паў дзель ні ча лі ў свя точ ных 
ім прэ зах, што ла дзі лі ў Пад мас коўі бе ла ру сы Ра сіі

разаМ

Дні беларускай культуры ў Зорным гарадку пачынаюцца

Маргарыта Кучук з хорам “Криниця”

ВеСтКі
Вельміцёплая
традыцыя
аляксандрлукашэнка
ўчарговыразпрысудзіў
прэміі“задухоўнае
адраджэнне”
іспецыяльныяпрэміі
ПрэзідэнтаБеларусі
дзеячамкультуры
імастацтва

Штогодузімовуюпару,калі
святкуеццаРаствоХрыстова,у
Беларусі становяцца вядомымі
чарговыя ўладальнікі прэмій.
Мыж,супрацоўнікігазеты“Го
ласРадзімы”,зудзячнасцюця
пер згадваем: і нашае выданне
трыгадытамуадзначанабыло
такім чынам на высокім дзяр
жаўным узроўні. З рук Прэзі
дэнтанасцэнеПалацаРэспуб
лікіатрымлівалідыпломы.

Павыніках2019годапрысу
джаны пяць прэмій “За духоў
наеадраджэнне”.Іміадзначаны
працоўныя калектывы, прад
стаўнікі рэлігійных аб’яднан
няў за актыўную дзейнасць у
гуманітарнай сферы. Гэта на
стаяльнік прыхода храма свя
той роўнаапостальнай Марыі
Магдаліны горадаМінска про
таіерэй Іаан (Іван) Харашэвіч,
Беларускае грамадскае аб’яд
нанневетэранаў,калектыўгра
мадскага аб’яднання “Беларус
кая асацыяцыя шматдзетных
бацькоў”, калектыў філіяла
ўстановыкультуры“Брэсцкіаб
ласныкраязнаўчымузей”“Ар
хеалагічны музей Бярэсце ”.
Застварэнне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ага
картаграфічнага выдання “Вя
лікігістарычныатласБеларусі”
прэміі ўдастоены яго аўтарскі
калектыў.

Іван Івана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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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其自然
白俄罗斯人民作家伊万·沙米金曾祝贺杂志
创刊70周年。杂志曾以“Chervonaya 白俄罗
斯”品牌出版。编辑部设在明斯克苏维埃街
63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该杂志
只出版了79期。后来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连
续十一年没有出版。后来仅在1944年以
更新的形式出版，当时白俄罗斯的部分
领土被纳粹占领。直到1982年历史的正
义才得以恢复。这个有趣的时刻不得
不被记住。我们引用该杂志编辑部
对读者说的话：
1982年出现了第一个恢复条款– 
Chervonaya 白俄罗斯，正是在82
年，根据与我们出版历史有关的材料
和文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白俄
罗斯》，1982年第9号）通过了一项决
定该杂志出版日期的决定——从第一
版“Chervonaya 白俄罗斯”开始，这
意味着自1930年1月以来，总编号保持
不变……1997年第一期出现了一行文
字，澄清了杂志的成立日期：1930年1
月……
有关这一点可以阅读伊万·日单诺维
奇的文章，2000年第1期，第6页，

标题为“再次诞生”，第5-2019期，第46
页——“我们的岁月就是我们的财富”。
是的，我们已经成立90周年了。时间长短并没
有那么重要。根据预测，到2050年将有超过20
亿60岁以上的人生活在地球上，而一百岁是人
的里程碑年龄，那么就出版物而言——90岁已
经相当成熟了。因此，另一件事很重要：今天

我们创办的如何？如

历史没有假定式

我们翻阅2000年1月的《白俄罗斯》杂志，这份杂志献给70周年纪念日。 
70这个数字已经不再让任何人感到惊讶。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20年。 
今天是我们90周年纪念日，杂志的诞生日期：遥远的1930年1月。

千禧之年的期刊

执行秘书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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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们是一个长期位于欧洲中心的国家，我们
对自己评价如何？
为了理解这一点，以及我们发展的细节，我们
当然要回顾过去，记住过去的样子，考虑如何
将最佳传统与时代需求结合起来。
奥斯卡·瓦尔德说，没有人可以用钱买到时
间。根据他的思想，我们注意到：我们的逻辑
思维没有能力进行旅行。而且我们没有足够的
力量去彻底了解我们的前辈：因为那时我们还
没有出生。我们继续前辈们的生活、工作。
我们的前辈们尽其所能地生活和工作。那是一
个艰难的时代。顺其自然，
关于这一点可以在杂志的页
面上阅读。毫无疑问，这是
由当时的专业人士制作和出
版的杂志。
从1930年开始，几乎所有的
出版物都存储在国家图书馆
的藏书中。在不同的年份，
它以不同的版本出现。例
如，在1931年的第7期中，
首次发行量为10000册。我
记得白俄罗斯的总编辑亚历
山大·沙巴林（1978-2002
）对他的回忆充满热情，对
前苏联广大地区对这本杂志
的需求充满热情。我无法忘
记他的情绪，他举例子时说
道，想象一下这是3万本的
发行量！是的，在我们的互
联网时代，数字是令人羡慕
的……顺便说一句，他非常
喜欢重复讲一个没有假定式
的故事。
从辩证法中我们知道，繁荣
和衰落是文化，以及其他生
活领域的特征。在这一过程
中，作为文化现象的白俄罗
斯杂志也不例外。

目击者眼
中的“厨房”内部
我们是本文的作者，那是杂志的一个非常困难
的时期——1996年。编辑部只剩下三名经验丰
富的员工。主编亚历山大·沙巴林，摄影师
Viktor Zhilin和技术编辑Nadezhda Bogomolo-
va。由于各种原因，该出版物断档了：当时国
家没有执行秘书或新闻工作者。缺乏校对和编
辑风格。我们当时正好在寻找工作，为了于

1996年4月至8月
在白俄罗斯境内
实施步行项目，
那时我们离开了
Rodnaye Slovo
杂志编辑部。有
一次，诗人Ales 

Gibkovsky打电话给我，Rodnaye Slovo
杂志的前同事瓦伦蒂娜说：“您和伊万
被邀请去白俄罗斯杂志工作。我已经在
那儿担任部门编辑。”
因此，我们最终进入了编辑部。伊万
被任命为副总编辑，我被任命为执行
秘书。首先，与沙巴林进行了对话。
我们仍然对此有深刻的回忆。当然，我
们未来的老板承担了风险。他和我们都
不认识。我记得他本人在谈话中说过的
话：“我聘用你们，就像装在袋子里的

猫一样。Gibkovsky
大力推荐你们，我
同意了。正如人们
所说的那样，风险

米哈伊尔•查尔罗特
(1930-1932年)

尼古拉•赫韦达罗维奇
(1932-1933年)

伊利亚•古尔斯基	
(1944-1960)

米哈伊尔•卡拉钦斯基
(1960-1978年)

亚历山大•沙巴林	
(1978-2002年)

阿莱扎•朱卡	
(2002-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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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崇高的原因。因
此，就这么定了。”
我们握了手，10月7
日，我们开始工作。
那是金色的秋天，温
暖而阳光明媚。我们
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和伊万俯瞰着扎克罗娃街
19号，该街距离胜利广场不远。后来柳德米
拉·尼古拉耶娃作为我的助手找到我们。她
还领导了“舒适之家”主题。
随后，我们得知沙巴林喜欢我们的热情。正
如他后来告诉我们的那样：你们性格开朗，
眼中的微光吸引着我……一段时间之后，我
们意识到与沙巴林的会面影响深远，正如他
们现在所说的那样。在他的领导下，在编辑
部工作的多年中，我们学到了很多：温和的
态度，与下属的交往时的严谨，只要工作需
要，可以耐心地听取员工的意见……
当然，我也承担了风
险。毕竟，我在媒体
上的工作经验很少：
在我们旅行之前的一

年，我入选了《Rodnaye Slovo》杂志的执行
秘书一职。但是后来我意识到：这种艰辛的经
历对我非常有用。主编米哈伊尔·沙维金是一
位聪明人，他的记忆超强，甚至注意到与工作
规则存在严重偏差。有时在我看来：我无法忍
受压力，编辑对我似乎太挑剔。但是工作具有
挑战性，我仍然坚持。我记得我有时会急于向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证明他在这里和那里
是错的。但是他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我必须执
行他的要求，新闻稿或编辑人员命令将草稿用
小逗号隔开，只有经验丰富的员工才知道。还

能说什么呢，果然学生
时代才是最幸福的。
沙巴林的领导风格柔和
而睿智。他具备听取意
见，讨论建议并支持员
工创新能力的宝贵素
质。如果他不同意，
他会提供自己的解决
方案。在编辑委员会的
仁慈氛围中，在计划会
议和传单时，在讨论发
行计划时，以及在构思
大胆的封面设计时，我
们感到自由。例如，在
第四页上，有一张戴着
帽子骑在自行车上圣诞
老人的照片。青年剧院
的光头画家和作家阿纳
托利·朱克也曾出现在
页面上。在封面的第一
页上，照片中以“不打
领带”的形式呈现了一
位微笑的总统身穿格子
衬衫的形象，正如他们
所说。当时，这样的决
定似乎非常大胆。伊万
和我在该杂志的页面上
以“基督教2000”为标
题发布了大量材料。在

那个时期，年轻独立的白俄罗斯从无神论遗产
中恢复过来。祝贺《胡须》杂志创刊70周年是
多么非正式和出乎意料的事情！
您还想从同事的创意中回想些什么？亚历山
大·安德烈耶维奇曾撰文《最后一段》。这是
他与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彼得·马谢
罗夫合作的情节之一。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
老板能够传达高级公务员的工作细节。经济学
专家弗拉基米尔·帕纳达发现了有趣而又特别
的对话者。约瑟夫·卡柳塔和维克多·芝林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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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商务旅行中精彩的照片报道，反映了白俄
罗斯腹地的生活。Ales Gibok-Gibkovsky在《
生命的解析》系列文章中对思维和分析论的
范围感到惊讶。我们也为与伟大的作家Yanka 
Sipakov的合作而感到自豪。当时，人们非常
重视文学项目：出版了新人和有经验的作家的
故事和诗歌。后来，当团队安顿下来时，女诗
人瓦伦丁·波利卡尼娜也加入了他的行列。她
开始精通新闻界，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成功。
好吧，我们自己也没有落后，几乎在每一个问
题上都积极写作。我真的很喜欢我的格言“真
诚时刻”，接触国家的杰出人物，我和伊万一
起接受了VIP采访，写论文和报告。伊万曾在
圣彼得堡大学的新闻系就读，之后又在其他媒
体上任职，无论哪种类型，他的表现都很出
色。我记得他对我“在周年纪念之际，迅速
向艺术学院作采访”的倡议有些怀疑。他警
告：你这个受过教育的语言系毕业生不可能做
到这一点。但是我做了采访，并做得很好！我
绕过伊万的代理人身份向沙巴林展示。沙巴林
直接就称赞我，我感到非常自豪。在进了我们
的办公室后，他们用胜利的表情互相看了看，
伊万在这里接受并签字：他对我能力的怀疑

失败了。因此，我们的创意串联日益加
深。当然，并非没有矛盾。有时我可以

和进行记者对话，由伊万编辑。坐在
同一间办公室，听到很多声

音。真可惜！伊万无法立
即找到正确的词，以避

免损害年轻同事的感
情。有时我会委婉
地表达对伊万的
意见，有时我完全

听不懂并说出自己
的建议。他当然不开
心。我的观点是：
我们必须在团队
中保持友好的
气氛，但不
能让伊万相
信敬业精神。

但是最后，我们
达成了一致。那很有

趣。确实，现在我们正
在讨论是否可以一起工作。

尽管伊万是《Golas Radzimy》
报的主编，但有时我们还是一起做该

杂志、一些采访和其他材料。我们的
创意团队已经开发拓展出两种类型的出

版物：杂志和报纸，如今也年满65周岁。
是的，我们试图关注编辑部的每位员工。

因此，在2000年1月的周年纪念日上，他们创
造性地向“舒适之家”展示了我们所有同事喜
爱的烹饪食谱。艺术家Elena Vashchenko也出
现了，并在Zhilin的照片中介绍了新年的随行
人员。我们记得编辑人员的响应能力和专业精
神：细心的排版员埃琳娜·卡赫诺夫斯卡亚，
一丝不苟的瓦伦蒂娜·萨马里娜，俄语版设计
师和白俄罗斯语版本的校对员Zinaida Nadu-
movich。而且，我们最元老级的助手和快递员
玛丽亚·帕尔奇克、纳德兹达·波哥莫洛娃，
我们无法忘记这些同事。
很快，顺利地建立了与技术服务部门的关系，
而这正是我的管辖范围。我注意到有时我的管
理被忽略，他们说我年轻，居高临下……然后
我决定召集所有员工，严格地概述了我的原
则。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说，我在表明谁是
房子的主人。瞧！从此他们开始尊重我了。沙
巴林批准了我的行为。我承认，我喜欢自己与
员工进行对话的方式。他们每个人都了解在工
作中花费大量时间创造良好氛围的重要性。
我至今仍然喜欢执行秘书的工作。正如他们所
说，这是属于我的。首先是材料排序，计划编

最近几年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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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然后与主编讨论计划。下一阶段：进行文
本编辑，然后是校对，设置编辑风格……顺便
说一下，当沙巴林辞职时，伊万也去了另一个
地方，当决定谁将成为出版物的主人时，我不
得不连续几年担任作者的校对人。我感到很
难，因为难以避免会冒犯文章的作者。
对我来说，工作时特别令我感到愉悦的是排
序。这是我面前的文字，我像在洗一副纸牌
牌。他们逐渐以正确的顺序排列。首先关于政
治的话题，其次是经济，然后是社会主题……
依此类推，直到文化出现……在这里，未来的
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你可以喘口气。然后化个
妆。然后与设计师联系……等等，每月一次。
我也很喜欢获得该杂志的期刊号码那一刻。闻
到墨水的味道，听到页面的沙沙声，即将取得
劳动成果……
在大约两年时间里，我与主编兼作家Ales 
Zhuk一起工作，这是一位专业人士，给了我

完全的行动自由，我意识到在与亚历山大·沙
巴林一起工作期间，我获得了太多专业技能。
2004年12月，该杂志成为“今日白俄罗斯”出
版社的一部分当时杂志由总主编Pavel Yakubo-
vich领导（当时是《白俄罗斯苏维埃》报刊编
辑委员会）。这是另一种出版形式，针对外国
读者，我们完全放弃了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
作品。该杂志由维克多·哈尔科夫领导，他
在《白俄罗斯苏维埃》担任《Minsk Times》
主编。2018年7月《白俄罗斯》杂志和《祖国
之声》并入《星星》出版社。时任主编：帕维
尔•苏哈卢克。
因此，我们作为一个小团队在这里工作，我们
继续以符合时代要求的形式制作杂志。顺便说
一句，与报纸“Golas Radzimy”齐头并进，比
如，除了杂志外，我们的校对员兼杂志执行秘
书助理爱丽丝·冈格还阅读报纸。布局设计师
兼“GR”设计师Lyubov Malysheva做杂志的布
局。有时伊万·日丹诺维奇也会参与校对工作。
当您将崇高目标和能力结合在一起时，您就在
前进中，就在自我完善的道路上。而且无论我
们多大年龄，毕竟我们的目标是制造高品质现
代产品！而我们做到了。作为执行秘书，我试
图通过读者的眼光看待期刊。我想像自己是读
者：现在我抱起他并感到情感上的愉悦，首
先，我们对出版物的封面和插图做出视觉设
计，这不是秘密，只有当我们发现某些东
西吸引你时，我们才开始阅读文本。
我们的出版物既是我们的职业生活方式，
也是谈论发展独立白俄罗斯的独特机会（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主编 著，
第3页）。这反映了我们目前的心态。
《白俄罗斯. Belarus》杂志的历史还在延
续。那些追随我们的人也可能会说没有
假定式。但我们希望我们所有人对创办
该杂志的前辈，以及从事该杂志工作的
人们能够保留好的记忆！众所周知，尽
管电子产品发达，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们还是会很乐意翻阅杂志和报纸。
也许这并不是徒劳的，在美国的精英
圈子里，书本被认为是良好的阅读形
式，而电子读物并不是！
我们所写的内容无需一一列出。任
何读过该杂志的人都知道：我们
正在努力引起读者的兴趣，包括
本地人和外国人。我们几乎每
天都在创作，我和我的同事们

都很享受这一过程。
瓦伦蒂娜·日单诺维奇。

摄影：伊万·日单诺维奇。
我们一起努力！左上方: 塔季娅娜·斯托洛日内克雅，利普·马丽莎瓦尔，阿丽莎·冈戈， 

伊万·日单诺维奇，瓦伦蒂娜·日单诺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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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一提，于1992年2月21日
确立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2010年，孟加拉国驻俄罗斯
联邦大使同时获得了白俄罗斯
共和国的认可。2019年6月，
白俄罗斯驻印度和孟加拉国大
使安德烈•鲁热斯基向孟加拉
国总统阿卜杜勒•哈米德递交
了委任国书。 2016年3月，任
命了白俄罗斯驻孟加拉国名誉
领事----RMM集团董事长阿尼
鲁德哈.库马勒.罗伊。自2019
年2月以来，孟加拉国在白俄
罗斯的名誉领事一直是《阿姆
卡德拉》公司的董事会主席阿
列克萨德烈.莎库金。2012
年，白俄罗斯政府首脑访问了
孟加拉国。孟加拉国总理谢
赫•哈西娜于2013年7月回访
了白俄罗斯。

显
然，网络资源
向我们展示了
孟加拉国的更
多 信 息 。 因
此，我们将在
社交网络中设

置搜索索引“为了明天”，
将在此索引网页上展示白俄
罗斯和孟加拉国现阶段之间
的关系。
白俄罗斯共和国议会成立了
一个负责与孟加拉国合作的
工作组。应当指出，白俄罗
斯和孟加拉国在国际议程的
关键问题上有着相似的立
场。他们在各个国际场合发
表演讲，反对建立一个单极
世界，并定期为国际机构和
组织的选举提供支持。孟加
拉国是打击人口贩运的成员
国。
2012年5月，白俄罗斯和孟加
拉国政府之间签署并生效了

《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
根据该协议，成立了白俄罗
斯语-孟加拉语委员会，其第
一次会议于2019年4月23日至
25日在明斯克举行。同时，
白俄罗斯——孟加拉国商业
合作委员会成立，其第二次
会议于2014年4月8日在孟加
拉国首都达卡举行。目前正
在审议即将在明斯克举行的
第三次理事会会议。
自2013年以来的经济统计
数据得知，白俄罗斯对孟加
拉国的出口额达到了1.154
亿美元。进口额为1790万美
元，总经贸金额为1.333亿
美元。第二年略有下降，下
降到8430万，最高的经贸
总金额是2016年，已达到
1.552亿美元。但进口额下
降至1990万美元。2018年
的经贸总金额为1.444亿美
元。

与孟加拉国合
作的漫漫长路

   在2月5日至9日即将举行的第二十七届明斯克国际书展上，在书籍展示和书刊启
蒙活动中，孟加拉国的文化展示将在该计划中占有特殊地位。什么原因使白俄罗
斯与孟加拉国的关系日益密切？我们将在下文中说明这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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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般向孟加拉国出口什
么产品？首先是钾肥。 2018
年，从白俄罗斯出口到孟加
拉国的钾肥金额超过8000万
美元。杂志纸张同样拥有强
大的出口地位。其次是建筑
和道路设备，多元羧酸，以
及生产多元羧酸的部件，轮
胎，拖拉机。孟加拉国主要
向白俄罗斯出口新鲜水果，
蔬菜，男女针织品。
白俄罗斯外交部的分析师评
论说，与孟加拉国经济合作
的主要任务是促进以1700万
美元的价格供应《阿姆卡德
拉》公司的道路施工设备，
以及以1亿美元的价格供应各
种白俄罗斯制造的设备。早
些时候，孟加拉国政府与股
份公司“白俄罗斯共和国开
发银行”达成了一项协议，
于2015年与《阿姆卡德拉》
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5000
万美元的道路施工设备的供
应合同。当然，这并不是经
济发展的全部方向。可将以
下事项作为经济合作前景：
向孟加拉国供应小型拖拉机
设备；白俄罗斯承包商和产
品供应商参与孟加拉国能源
系统基础设施的建设；向其

供应有限公司“莫吉廖夫电
梯公司”制造的电梯设备；
技术转让；以及在白俄罗斯
培训孟加拉国各个领域的专
家。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2018-
2 0 1 9年期间，有26名孟加
拉国学生在白俄罗斯大学学
习。两国的教育机构之间正
在建立直接的联系，两国代
表团正在两国的大学之间进
行交流。白俄罗斯共和国紧

急情况部帮助孟加拉国专家
在核安全领域接受进一步的
教育。
为了比较孟加拉国与其他国
家的合作规模，我们引用了
这个数字。 2017年俄罗斯与
孟加拉国双边贸易额为10亿
6.45亿美元。因此，我们可
依此为参照标准。同时，今
天白俄罗斯与孟加拉国的经
贸合作被认为是成功的典范。

卡斯特斯·拉杜科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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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需要白俄罗斯的拖拉机和钾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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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自2015年以来，国家的家庭资本计划一直在运
作。在俄罗斯也有一个类似的计划，只是在那
里被称为“母亲资产”。而且金额低三分之
一。在白俄罗斯，当第三个及以后的孩子出生
时，有1万美元会记入存款帐户。迄今为止只
有在孩子年满18岁时才有可能使用这笔钱。劳
工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瓦列里·科瓦尔科夫通
告称：
——如今，白俄罗斯登记了十万个有三个或三
个以上孩子的多子女家庭。当前五年计划的四
年增长率为36%。已有超过7.55万个家庭资本
存款帐户开通，也就是说这项措施是有效的。
实际上，已经有7.55亿美元贷记给公民。
改善住房条件、提供教育、社会服务、保健服
务，以及建立母亲的储蓄养恤金，是开设储蓄
单位的五个理由。但若只有一个孩子，提前使
用家庭资本的资格是医治。到目前为止，在《
与总统谈大事》中每个大家庭都期待的国家元
首的话还未出现: 
——家庭资本的范围将扩大。住房可能还有别
的问题。如果家庭资本只能用于儿童健康和教
育，我们同意现在扩大。 

在宣布之后的7个月，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签
署了家庭资本法令，又延长了5年。而这也不
是唯一的变化，瓦列里·科瓦尔科夫说：
——货币已更改：家庭资本将以白俄罗斯卢布
累积。 金额——2.2万白俄罗斯卢布。为了
维持购买力，每年将按消费物价指数对其进行
增加。根据多子女家庭的要求和愿望，使用方
式已更改。从2020年1月1日起，已经在第一计
划中获得家庭资本的公民，或将在第二个计划
中获得家庭资本的公民，均可立即申请提前使
用。
对于有三个孩子的尤利亚和安德烈亚·里亚博
夫的家庭来说，住房问题是当务之急，他们都
住在父母的公寓里。签订了分摊费用合同，国
家向多子女家庭提供了补贴，以偿还部分贷
款。对于拿到剩下的款项，已经没有问题了，
尤利亚·里亚博夫高兴地说：
——从2020年1月起，可以利用母亲资产偿还
住房欠款，这是个好消息。这是国家对我们家
庭的极大补贴和帮助。
至于福利，白俄罗斯有11项。无论家庭多大，
都没有区别，这是为一切有孩子的家庭设计
的。 正如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在2月举行的关
于该国人口状况的会议上指出的那样，世界上
还需要找到这样一种制度:
——也许我们需要在某个地方加强支持，而在
某个地方，应该彻底删除一些不起作用的小
东西。如果我们做出合理的决定为多子女家
庭提供住房，那么这当然是一种激励。为家

庭提供住房就是一切。而且，如果你们
去疗养院度假治疗并给人三美元——那
就纯属是撒钱。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思
考。
在2017年度为多子女家庭提供的公寓达
2700套，2018年为8800套。目前，预计
将达到1.2万套，到2020年将超过1.5万
套公寓。
白俄罗斯人的出生率降低，而死亡率升
高。我国从90年代初就进入人口减少
阶段。在过去的20年中，国家人口减少

生活还在继续
如果西欧许多国家仅靠移民来解决人口减少的问题，那白俄罗
斯就会鼓励有孩子的家庭，这在世界许多地方引起了人们对其
社会政策的赞赏。

来自奥西波维奇斯基区亚谢宁村的斯尼吉尔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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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将近50万。首先，是人口
的战后反应，其次，我们越
来越少并且较晚结婚。白俄
罗斯多子女家长协会主席塔
季亚娜·克拉夫延科深信，
多子女家庭是未来的家庭模
式：
——如果现在我们要支付长
达3年的产假，并且如果有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她
将获得该国平均工资的40％
，那么在90年代，这被认为
是最低工资（30卢布，那是
一分钱！）现在，津贴增加
了数千倍！我们必须珍惜我
们拥有的东西。有时会听
到：“哦，国家在对我们做
什么？”我总是说：人民，
珍惜吧！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口统计
和性别研究司司长维多利
亚·朱德什科证实：
——看吧，我们所拥有的最
众所周知的就是妈妈们带孩
子的长时间休假。尤其在整
个过程中是支付工资的。这
是罕见的。许多国家保证这
种假期，但没有全额支付。
例如，在德国，工资只有一
年，而在俄罗斯，只有一年
半。西班牙有这种假期，但
根本没有工资。
从2020年1月1日起，已经在
第一计划中获得家庭资本的
公民，或将在第二个计划中
获得家庭资本的公民，均可
立即申请提前使用。
相关部门不断评估福利制度：每个人都在需求
中。在计划前先进行优化。因为事实上，他们
没有在立法层面上讨论减少产假的方法，尽管
社会上对此的讨论越来越多。共和国议员玛丽
娜·伊利纳确信：
——国家必须保留妇女享受产假的权利。这是
国家的财产！
可以理解的是，孩子不是为国家生的，所有的
事情都由父母负责。但有时候他们得到帮助是
多么重要！目前有37000多个多子女家庭正排
队等候改善生活条件。顺便说一下，这只占所
有需要帮助的人的5%。是的，住房正在建造之
中。但是多子女家庭越来越多。而且通常他们

必须排好几年队。国家元首要求加快以下方面
的建设：
——对政府来说，这是一项持续的任务。今
年，将有1.2万个多子女家庭建造了自己的现
代舒适住房。多么少！明年也一样。有必要停
止一切建造优惠住房的活动，首先要为那些生
了三、五、七个孩子的人建造舒适的住房。
建筑和建设部办公室主任亚历山大·阿夫拉缅
科表示，如果在2017年仅为多子女家庭启用了
2700套公寓，在2018年则为8800套：
——今年，我们将建造1.2万套公寓，明年，
我们计划建造超过1.5万套公寓。这样就可以
完成任务，多子女家庭的登记时间不超过一
年。我相信，我们将会完成这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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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以“放飞自我”的口
号举行。最初有来自44个教
育机构的270名学生角逐冠军
头衔，但结果是只有前十名
进入了决赛。在明斯克市文
化宫的舞台上，这些孩子们
展现了创造力和智慧、艺术
才能以及出色的体态。在个
人短片中，莫吉廖夫学院内
务部的学员殷娜·柯列蔷给
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
为她轻而易举就把比自己壮
一倍的年轻人摔倒在地。观
众还记得白俄罗斯国立文化
艺术大学的基里尔·格罗莫
夫的表演，他用馅饼招待了
所有观众。除了主料外，他
还添加了一些秘密成分：一
撮匆忙、创造力和对学习的
热爱。
达里娅·帕夫洛夫斯基的演
出是原创的。她带着一个手
提箱来到台上，里面装着不
可缺少的东西：巴格达诺维

奇的小诗集、词典和剑。达
莎这样解释了她的选择：
——诗歌是我的灵感来
源。外语（我知道波兰
语、英语、德语、中文
和意大利语）是我一生
的工作，因为我是未来
的语言学家，国情学家
和老师。剑是用来清除
我参加了多年的国际中世
纪文化和音乐节“我们格
伦沃尔德”上的蚊子。
激情不仅在当晚的礼堂热
烈起来，也蔓延到了互联
网上。网友们的投票持续了
一个星期。被赞次数最多的
是格罗德诺州农业大学的阿
尔特姆·内斯特鲁克。他获
得了“年度网络学生”的头
衔，刚好补缺了决赛的第二
名。而白俄罗斯国立文化艺
术大学的基里尔·格罗莫夫
名列第三。

奥尔加·杜布罗夫斯卡娅

叫做达莎的女生

巴拉那维奇州立大
学四年级学生达里
亚•帕夫洛夫斯卡
娅荣获“2019年
度大学生”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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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白俄罗斯教
育部和白俄
罗斯共和国
青年联盟组
织的“ 2019
年 度 志 愿
者” 比赛

汇集了数百名志愿者——白
俄罗斯共和国青年联盟“善
良之心”、白俄罗斯红十字
会、教科文组织俱乐部协会
和其他组织的代表。
每年戈梅里铸造厂的电焊工
伊万都会化身为好心的魔法
师。七年前，他以这个角色
开始了自己的志愿职业，成
为孤儿院的圣诞老人。在定
期参加慈善活动之后，伊万
创建了“七重天”工厂——
志愿分队，今年被评为最佳：
——下班后，我们去儿童之
家、医院、社会教育中心、
身心发展特殊需求者的寄宿
学校——做好事情总能找到
力量。我们队大约有20个志愿
者，除了工厂的工作人员，也
有戈梅利其他单位的人员。
在学生的“个人贡献”提名
中，白俄罗斯国立教育大学
的四年级学生维奥莱塔·阿
列什克维奇成为获胜者，他
刚进入大学，就参加了志愿

俱乐部“善良之心”。从那
以后，她白天在社会机构中
度过闲暇时光，晚上则自己
制作音乐道具：
——亲友经常问：“你为什
么需要做这个？”答案很简
单：“因为当志愿者很不寻
常！”

在“大学生最佳志愿分队”
的提名中，最优队伍为白俄
罗斯—俄罗斯大学的“心心
相印”。玛丽娜·拉普金娜
和阿丽娜·图科娃（如图）
来自于此。

玛丽亚·祖布科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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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相印
在明斯克，国家最优秀的志愿者获得了奖励。那些不遗余力花费时间为他人送出关怀和
热情服务的人，无私地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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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克的壁
画被公认为
世界最佳
白俄罗斯艺术家叶甫盖尼·索
西拉的作品“数字世界”被誉
为世界最佳，该作品是石头城
区纪念性三联画“未来”的一
部分。投票是在“城市街头艺
术”国际平台上进行的，该平
台的团队初步选择了今年11
月在不同国家拍摄的16幅最
引人注目的壁画。

在与“都市神话”项目的
积极参与者联系后，在
普利德茨基街道134号

拍摄的九层楼高的作品成为了
这次投票的获胜者。它的作者
是在平斯克出生的叶甫盖尼•
索西拉。其艺名为Mutus，作
为家乡第一幅壁画（2012年）
、老平斯克风景的壁画明信片
（2016）、Vulica Brasil国
际节的壁画以及政府机构和

该项目的创作者们很久以前就开始孕育这个想法，但
是不能够决定这个纪念碑的具体形象（大大约设想
了20个纪念碑）。所以他们寻求市民的帮助并以网

络投票的方式来呼吁大众决定最合适的纪念碑。三个主题
可供选择：保留着明斯克历史的一部分的近两个世纪前就
矗立在这个地方的磨坊纪念碑、世界上最小的纪念碑——
白罗斯自我纪念碑、十八世纪经营城市女子旅馆并从事慈
善工作的帕尼凯尔夫人的雕像。超过一千人参加了投票，
最终选出白罗斯自我纪念碑。  
该项目的共同组织者之一丹尼斯·安特塞维修斯说：“
该方案实际上是在投票的最后一天取得了领先地位，但
我承认我们提前考虑了该方案的实施，因为我们自己设
定了非常紧迫的截止日期：我们希望在新年之前将这座
纪念碑献给市民。整个团队集思广益：有人说，我们应
该注意到我们享受小胜利和日常琐事的能力，有人要探
寻自我，有人说关于一个小国家……我们决定人们自己
要想好自己的观点。”
结果，雕塑家斯塔斯·尼科诺维奇揭开了这复杂的局面，
于是他们决定为“白罗斯不是白俄罗斯”建造一座纪念
碑：“无论有无白罗斯人，或者我们国家的地图，我们都
会解释说我们的国家应该写成白罗斯，我们是一个小但骄
傲的民族。小自我的想法完全以象征的方式吸引了我。”
白俄罗斯年轻雕塑家斯塔斯·尼科诺维奇的作品收藏在著名
媒体人物弗拉基米尔·波斯纳、理查德·布伦森、约翰尼·
德普和其他人的收藏中。纪念碑场地由著名艺术家佐伊·卢
切维奇布置和装饰。12月20日，举行了仅15厘米高的铜像落
成典礼。按照传统，组织者为他准备了一块小天鹅绒床罩，
缎带和剪刀，并用五彩纸屑装了微型礼盒。另外，雕塑作品
上还加了放大镜，因为有些细节，如脚上的利达运动鞋，只

能用放大镜来看。“我
们相信，由于纪念碑的
位置，白俄罗斯人的自
我不仅会引起市民的关
注，还会引起游客的兴
趣，尤其是因为我们将
用俄语，白俄罗斯语和
英语写出解释”，项目
组织者叶夫根·梅捷利
察补充道，“我们希望
明斯克的居民能够理解
这个想法。”

维多利亚·泰勒舒克

白罗斯自我纪念碑在明斯克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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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克酒吧业主们给首都居民与客人送上了一份奇特的礼物	
:	在咨比茨克街道上的了一个新的旅游热点——城市里最小
的纪念碑	,	它的存在解释了：“白罗斯不是白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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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当局委托的商业作品的作
者，他已广为人知。叶甫盖尼
已经说过，“数字世界”的重
点是全球通信世界与传统的自
然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主
人公的形象结合了现代明斯克
女孩儿和斯拉夫神话中主管编
织女红甚至是人类命运的马科
什女神。”三联画“未来”第
二部分的两幅作品象征了白俄
罗斯从今天到明天变化：塞尔
维亚艺术家阿泰兹的壁画“自
由职业者”和位于邻近高层建
筑上的西班牙人斯利姆“新时
代的英雄”的作品。
叶甫盖尼•索西拉对国际上的
成功表示非常平静:“我不
会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
事情，这只不过是一个艺术
团体的订阅者投票赞成喜欢
的作品。会有新的壁画吗？
毫无疑问，但是那已经是下
个赛季了-现在，我正在积
蓄并思考新想法，这些想法
总是多多益善的。”不过，
白俄罗斯艺术家的谦逊可能
会受到反对: 认可了他作品
的城市街头艺术国际组织自
2017年以来，在全世界79个
国家的570个城市展开活动，
提供了24300多名作者的艺术
作品信息！特别是在白俄罗
斯，“街头绘画猎人”已经
在互动地图上统计了600多个
有趣且值得注意的街头艺术
品。
正如“城市街头艺术”项
目团队所指出的，白俄罗
斯人的胜利“有些出乎意
料”  ——他赢得了来自不同
国家的1000多名街头艺术迷
的53％的选票，并击败了智
利的世界著名街头艺术家
INTI、西班牙的Lula Goce和
乌克兰的Sasha Korban。
回顾一下，纪念性三联画“
未来”是首都伏龙芝地区政
府、“都市神话”街头艺术
活动者和A1的联合项目。

维多利亚•泰勒舒克

在文化部下属历史文化遗产科教委员会的审议中演出
了舞台剧《宝林卡》。有人提议赋予它非物质历史
文化价值地位。

在理事会会议上，库帕拉剧院的帕维尔·拉图什科导演、
艺术家玛丽亚·扎哈雷维奇、阿诺德·波马赞、玛塔·古
鲁贝娃以及剧院文学和戏剧部门负责人奥尔加·鲍勃科娃
介绍了这部历史悠久的作品。 理事会一致投票赞成该提
议，在不久的将来《宝林卡》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地位将正
式化。
轰动性的新闻 ——以及在我们历史上首次获得如此高的地
位的表演——库帕拉剧院的帕维尔·拉图什科导演介绍道：
——像《宝林卡》舞台剧这样的文化现象被认为是有非物
质历史文化价值，这在我国文化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决
议，我认为是显而易见、自然而然并合乎逻辑的。这是一
个品牌，是库帕拉的经典之作，所有戏剧艺术爱好者都知
道这个我们剧目中上座率最高的演出。《宝林卡》数十年
来在每个剧院季都会上演，我们今年庆祝一百周年同样也
不例外。在世界上，很难找到有如此长久而幸福命运的表
演。在理事会一致投票之后，我们将等待文化部的最终决
定，以便合法地确定这一地位。
顺便说一句，1920年9月17日，《宝林卡》首次出现在新开
的白俄罗斯国家剧院（现在的库帕拉剧院）的舞台上，由
弗洛里安·兹丹诺维奇执导。 从那以后，表演再没有离开
过舞台，长期以来一直是白俄罗斯剧院的标志。
1913年1月27日，白俄罗斯音乐与戏剧小组首次在维尔纳上
演了库帕拉的戏剧；首映式在“索科尔”工人俱乐部举行。
维多利亚·波波娃

柳德米拉·鲁布列夫斯卡

永远的《宝林卡》
舞台剧《宝林卡》被认为具有非物质历史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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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在新年假期中，白俄罗斯疗养院的需求量
大大提高。康复疗养院治疗中心主任金纳迪·
博尔巴托夫斯基说，几个月内，所有优惠券已
被预订一空，现在已100％兑现。——由于需
求量增加，新年旅游的价格略有上涨。
顺便说一句，在外国游客中，最受欢迎的
是纳罗赫湖上的“鲁让斯科疗养院”（布雷
斯特地区），“湖疗养院”，“拉卓疗养
院”和“阿尔法-拉卓疗养院”（格罗德诺地
区）,“巴洛瓦耶疗养院”，“森林疗养院” 
（维捷布斯克地区），那拉齐湖边的“湖畔
疗养院”和“同路人疗养院”，“青年疗养
院”，“克里尼查疗养院”（明斯克地区), 
“天亮疗养院”（莫吉廖夫地区），“第聂
伯河疗养院”和“松树疗养院”（戈梅利地
区）。今年，有23万外国公民在白俄罗斯的
疗养院内度假休息。

疗养院在2019年从服务中获得了2.2亿卢布的
盈利（前一年为1.93亿卢布）。来自其他服务
的收入将增长10％以上。同时，正如根纳季·
博尔巴托夫斯基所强调的，旅行中包含的医疗
保健项目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相应的文件
已在今年第四季度签署：
——没有增加其他强制性服务，客人可以不使
用它们。它们的规模并没有变小，反而扩大
了。
如果在新年假期中，白俄罗斯疗养院中超过一
半的度假者是外国公民，那么在其他时候，大
部分是免费出售的疗养券（60％）是由白俄罗
斯人购买的。去年，有136万人在白俄罗斯疗
养胜地休息和康复，其中79万人被包含在国家
预算和社会保险之中。其中，约有72万是儿童
（资金分配中有80％用于营地疗养券和其他康
复机构），其余的7万是成年人。

新的一年以恢复健康为开始

六千多名外国游
客在白俄罗斯度
假胜地庆祝新
年。白俄罗斯疗
养胜地在新年期
间的位置，三个
月前就被抢购一
空，最受欢迎的
疗养院甚至更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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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疗养券足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吗？根纳
季·博尔巴托夫斯基的说法是肯定的：
——在2006–2007年期间我们对中心进行了改
革之后，我们面临着让上班族和不上班族都能
用上疗养券的任务。到目前为止，等待时间可
能长达10年。今天，第一和第二类残疾人每两
年获得一次前往疗养院的疗养券。病情较轻
的人，每三到四年一次获得疗养券的机会。
为此，我们每年为失业公民购买2.5万张疗养
券。对工作人员也是一样的。我可以说我们满
足了所有公民的需要。与该委员会联系的工作
人员将根据他们的康复指标在一年内收到一张
疗养院的疗养券。
——30–40 %一类和二类残疾人可免费获得疗
养券，其余公民则取决于他们的收入。平均
而言，养老金领取者只需支付疗养券费用的 
20％至30％，在职公民需支付疗养费用的30％ 
至40％。
2020年，白俄罗斯从预算中支出了2.25亿卢布
用以购买康复和疗养院治疗中心的疗养券。特
别是明年，为失业公民准备的疗养券数量将增
加1500张。

埃琳娜·克拉维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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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风中的骑行
专家早已估算，在现代城市和工业中心，占环境污染总量的
70%以上份额的是机动车。这是伴随城市化而来的最严重的环
境问题之一。应对这一挑战的有力答案之一就是为自行车交通
的发展创造条件。在现代化的“绿色”城市中，自行车意味着
机动性、安全性、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对环境的友好。令人欣慰
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白俄罗斯人有意识地选择了这种新的
交通方式。

斯维斯拉奇河畔的自行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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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球环境
基金资助并
由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与
白俄罗斯共
和国自然资
源和环境保
护部合作实施的绿色城市项目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在波洛
茨克和新波洛茨克实施可持续
城市交通的原则。已实施的主
要措施之一是在这两个城市发
展自行车基础设施。看上去好
像是，要修建自行车道？实际
上，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
要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全面
解决方案。我们与项目合作伙
伴保罗·戈尔布诺夫、明斯克
自行车协会主席兼白俄罗斯国
家车检局内政部负责人德米特
里·纳沃伊、明斯克格拉多企
业街道网络和运输部门负责人
兼绿色城市项目专家弗拉基米
尔·普里什波夫讨论了白俄
罗斯自行车发展的许多细节。

-从视觉上看，最近骑自行车
的人数大大增加了...
-保罗：是的。首先，增加了
行驶速度可达25公里/小时的
自行车(速度更快的自行车应
归入其他车辆类别)；其次，
明斯克出现了“可乐bike”
自行车租赁。两者在短短一
年内就增加了明斯克30％的
交通量。另外，自行车交通

本身肯定也在增长。如果说
2016年在明斯克白天温暖时
刻骑自行车的比例是1％，那
现在已经是2％了。传统上，
在人口约为2万人的小城市
中，骑自行车的比例较高，
约是7-8％。但是，有一些城
市，例如斯洛尼姆（尽管那
里的人口在5万以上），骑自
行车的人所占的比例仅为1％
。我的意思是，在不同的城
市中，自行车的通行能力有
强有弱。根据我们的观察，
这不是出于地理因素，而是

某些文化特点。
-但是可以说当前市民需要自
行车道吗？
-弗拉基米尔：这是肯定的。
顺便提一句，保罗已经引用
的数字非常好地表明了这一
点。当然，与其他城市相
比，明斯克还需要努力。但
是自行车骑乘份额的上升趋
势令人欣慰。
如果我们评估一下具体的自
行车路线，我们必须认识
到，这些路线的载荷绝对是
客观上不平衡的，有时跟季
节、日期和其他因素有关。
例如，在明斯克，夏季沿斯
维洛斯奇河道主线的自行车
交通量可达到每边约200至
300辆，这是设计阶段选择自
行车路线的绝对成功。首都
独立大道上的自行车交通在
高峰时期每边高达150辆。我
认为逆向法在这里起作用:供
应产生了需求。

-保罗：如果我们要看当前
其他城市做了什么，那么值
得一提的是布列斯特——这
里的地方政府和国家车检局
都清楚地了解如何发展自行
车交通。他们正在积极参与
其中。波洛茨克和新波洛茨
克，绿色城市项目正在为自
行车基础设施的发展做出积
极贡献。其他许多城市还没
有系统化，没有目标明确的
发展计划，没有战略远景。
在欧洲联盟的“白俄罗斯城
市自行车交通”项目的框架
内，我们正在帮助各城市制
定这种远景。
-德米特里：是的，很遗憾，
在人们头脑中的交通方式
中，汽车仍然排在首位。尽
管是这样，但是在立法层面
上很难改变某些东西。但是
在白俄罗斯国家车检局内政
部的倡议下，批准了“发展
国家自行车的构想”。该文
件确定了在骑自行车者的参
与下降低事故发生率和增加
骑自行车出行比例的目标，
并在“骑自行车的发展”一

节中补充了改善定居点的区
域行动计划。该概念特别注
意确保农村地区骑自行车者
的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以
修建道路网。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
能完全积极地评估地区执行
委员会和明斯克市执行委员
会在实现“概念”目标方面
的工作。地方当局仍然存在

帕维尔•戈尔布诺夫

弗拉基米尔•普里谢波夫

德米特里•那瓦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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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比起将自行车基础设
施积极地整合到城市道路网
络中来，更确切地说，是将
自行车道“驶入”当地公园。
-在城市中，自行车的发展
应如何处理开始受到高度重
视？也许应该积累一些关键
的活跃骑行者？
保罗：首先，临界质量已经
积累，不可能忽略它。是
的，概念的出现可以认为是
一个相对突破性的事件。但
是，尚未完全开发出实现此
概念的机制。其次，我们的
设计师不仅是城市规划师，
而且是开发特定街道项目的
设计师，都只学会捕捉当前
的趋势。并且我们认为应该
为设计师提供最低标准。此
外，他们必须接受适当的培
训。最重要的是，在客户下
达给他们的设计任务（即当
地执行权）中，应该明确要
求铺设自行车基础设施，并
根据城市对设计师的决定做
出详尽的规定。
-今天，城市建设文件中是否
规定了自行车的设计和整个
自行车结构的发展？
-弗拉基米尔：是的，在
城市建设设计中，自行车
方面已经成为必须考虑的
问题。这是为了满足社会

对自行车、自行车和其他
交通工具的需求。城市规
划者清楚地认识到，发展
替代私人车辆的任何交通
基础设施，都是迈向可持
续发展的一大步。同样是
200万名明斯克人。换句话
说，在详细规划白俄罗斯
首都不同地区的城市建设
设计中，今天必须在新街
道上为未来的自行车建设
预定位置。现有街道上的建
筑情况略为复杂。有各种收
费机制，在低廉的条件下，
仍然可以提供适当的基础设
施。一个生动的例子是明斯
克维拉·霍鲁兹街上自行车
道下的一段车道被“压缩”
。
-驾驶者最近遇到的主要问题
是什么？
-保罗：首先，是交通基础
设施的质量，即骑车的舒适
程度。其次，是存储基础结
构，因为并非所有人都愿意
把自行车拖到楼上。如今正
在朝这个方向迈步。白俄罗
斯共和国建筑和建设部有一
项法令，根据该法令，在新
建住房时，每10套住房至少
应考虑一辆自行车。也许，
这仍然是一个很低的标准，
但是至少它向设计师表明，

需要创建存放自行车的场
所。白俄罗斯的领先开发商
如今正在建造自行车车库。
例如，现在在明斯克，已经
有40个自行车车库。
但是，尽管如此，目前尚无
由租户本人或企业家在现有
庭院中系统地安装自行车车
库的监管框架。现在，它正
在发生变化，我们试图在建
筑和建设部、住房和公共事
业部以及国家标准化委员会
寻求支持，以确定术语(骑自
行车、储存自行车的地方)和
确定自行车的安装和运营程
序(我们建议正式称为自行
车)。但遗憾的是，迄今为
止，这些机构没有一个明确
答复说是的，让我们建立这
样的秩序，尽管问题已经得
到承认。同时，我们从地区
执行委员会和其他有关方面
获得了大约10份答复，这些
答复也证实需要这种安排。
此外，轮椅使用者也对此感
兴趣。对他们来说，将推车
存放在自行车车库中是一个
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
出门。
这适用于居住地。至于工作地
点，没有特别的问题，已经制
定了立法。组织希望建立自行
车停放处——没有人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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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提请注意自行车文化的
一个方面。由于自行车基础
设施尚未完善，因此有时会
发生冲突。并非所有的行人
都懂得骑自行车的人会怎么
做。也不是所有的自行车运
动员都知道如果一个行人
走自行车道会怎么反应。当
然，在这里，我们需要一个
强有力的教育活动，因为我
们只有一个城市。这是一个
人人共享的城市。因此，我
们要互相尊重。
另一个要点是道路规则。我
们正在等待《行动纲领》的
修订，其中许多问题和矛盾
将得到解决。
总的来说，如果我们继续把
自行车纳入城市交通政策，
这项政策就必须改变。必须
改善道路安全，将车辆的行
驶速度从每小时60公里降低
到每小时50公里，改变街道
的性质，使之不再是连续的
高速公路。
-德米特里：现在，我们与
开发计划署绿色城市项目一
起，正在研究一项有关构建
交通网的建议。假定它将分
为三个速度区，即30公里/小
时、50公里/小时和70公里/
小时。许可速度为70公里/小
时的地区只属于汽车，行人
在那里出现的机会最少。在
50公里/小时的高速区，交通
是混合的，优先考虑公共交

通和自行车。在每小时30公
里的地区，汽车的重要性排
在最后，即是自行车、个人
助行器和行人的国度。
我们还与建筑和建设部、交
通和通信部合作，重组了街
道路网。到目前为止，只要
在出行开始的时候，我们就
开展试点项目来展示好处。
-可以采取什么步骤使人们有
意识地从私人汽车变成自行
车？
-保罗：有很多步骤。首先，
城市优先事项的相应金字塔
将在立法层面上得到很好的
固定。这样，城市决策就是
基于这个金字塔。如果我们
在考虑：扩展高速公路或建
造自行车道和自行车车库，
那么选择第二个将更为正
确。也就是说，创造更舒适
的条件——人们就会骑自行
车。其次，我们必须开始管

理交通需求。传统上，我们
的城市仍然会对交通状况做
出反应。例如，汽车的数量
正在增长。如果某处出现交
通拥堵，那么该城市的下一
步就是增加车道数量。但
是，甚至有更多的人购买汽
车——几年后，同一地点的交
通再次阻塞。有必要再次增加
车道的数量，这次已经砍伐了
树木。我们需要寻找其他解决
方案，通过付费停车场来管理
需求，以及其他一些限制性措
施。为了使特定地点的车辆能
够达到最佳出行次数，
城市政策应该鼓励那些对城
市环保有益的人，或者说，
给那些对城市环保无益的人
造成一些不便。 
弗拉基米尔:从设计者的角度
来看，必须巩固监管框架，
即使不能解决全部的自行车
基础设施发展问题，也可以
解决其中的大多数问题。但
如今影响决策的主要因素是
帕维尔提到的城市人口流动
规划优先事项的倒金字塔问
题。然而，水滴石穿，十年
前的明斯克没有现在的繁
荣，如今都有了。现在，自
行车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城市
街道设计的必备条件。
-冬天可以骑自行车吗？
-保罗：为什么不可以呢？只
是存在文化障碍。许多人认
为这是“又冷又滑的”。但
是我告诉你，这并不冷，你要
试试看。在芬兰零下30，一些
城市（例如奥卢）的自行车骑
行比例仍保持在10％。是的，
我们有一个严重的基础设施问
题——清洁街道和人行道的质
量。当明斯克的中央大街上没
有积雪时，骑行根本不是问
题。当然，会有很滑的天气。
但是整个冬天里这样的日子不
到十个。好吧，如果不清理人
行道，尤其是在小城镇，那么
当然不会去那里。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夫

绿色城市可持续城市交通项目专家保罗·	
阿斯达培尼：

在波洛茨克和新波洛茨克，由于“绿色
城市”项目的开展，自行车道得到了积
极更新——消除了崎岖不平的现象，改
善了覆盖范围，并消除了障碍。布局已
更新，并且其轨迹已更改。该项目开始
在自行车道上，即自行车道与车流相交

的地方，贴上使用寿命比正常车道长四倍的特别绿色塑料标
签。该项目还提供了一条结构专用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在
新波洛茨克，将首次建造了5个室内自行车停车场。

行驶中的汽车

公共交通

自行车爱好者

徒步行走爱好者

现代化城市的优先事项

停靠的汽车

城市需求层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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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上面写道：“1956年夏天，我收到一封来自莫
斯科的信。信上写到苏联艺术家联盟邀请我和
其他艺术工作者到中国旅行参观。看完后，我
爽快的答应了。” 
这次旅行计划在1956年底进行。我有足够的时
间来思考并为漫长的旅程做准备。我想：“作
为艺术家，我最兴趣的问题当然是关于艺术方
面的。现在我们主要从艺术仿制品中了解中国
丰富多彩的艺术，因为在莫斯科，甚至在白俄
罗斯都没有中国艺术展览。但仿制品不能很好
地了解制作工艺。因此，我十分期待能在中国
看到真品” 

除谢尔盖•塞利哈诺夫外，参观团还有画家弗
拉基米尔•巴加特金，戏剧艺术家亚历山大•
康斯坦丁诺夫斯基，乌克兰画家瓦西尔•扎巴
什塔，安娜•卡图基纳，安娜•卡图基娜。弗拉
基米尔•巴加特金生于1922年出生。亚历山大•
康斯坦丁诺夫斯基生于1906年。瓦西尔•扎巴
什塔生于1918年。安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生于
1915年，还有我们的同胞谢尔盖•塞利哈诺夫
生于1917年。 
这些人都是聪明有趣的，而且很多人参加
过战争，瓦西里•扎巴什塔被授予2级和3
级荣誉勋章。谢尔盖•塞利哈诺夫被授予

中国人尊重	
本国艺术家

翻开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著名的艺术家谢尔盖•塞利哈诺夫在1959年出
版的《在中国的三个月》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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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级和2级爱国战争勋章，红星勋章和“勇
气”勋章。 
这些艺术家们乘坐特快专列从莫斯科到达北
京。 
书上写道：“旅途中有很多新鲜事。我们发现
自己置身于乌拉尔人、西伯利亚人、远东人之
中。我和我的室友经常聊天，他是一位来自新
西伯利亚的铁路工人。”事实上谢尔盖遇到了
西伯利亚游击队员康斯坦丁•扎斯洛诺夫，在
路途中谢尔盖设计了伟大卫国战争英雄纪念碑
的图纸。 
在这本书的开始，我们就看到了很多比喻片
段，比如：“火车驶进了黎明的曙光，他的
光芒照耀着中国和世界。当我们快到中国时，
我再次感到我们祖国的宽广。正如一位诗人所
说，太阳在她之上从不会落下。”我们可以理
解白俄罗斯诗人，散文家米哈伊尔•卡拉辛斯
基为什么要这样写，显然，他用了很多装饰性
的文字来描写关于新中国很多重要的东西。 
谢尔盖写到：“到满洲里的时候，很多中国人
也上了火车。之后到哈尔滨的时候，一些苏联
专家加入了我们，他们是来援助中国的，他们
和我们一起去北京，做我们的向导，给我们介
绍一些中国人的习俗。从他们那里，我们学到
了一些简单的汉语，第一句是“你好”。 
“当我们的火车开进北京的时候，我们路过了
被凿了一个豁口的北京城墙，最后火车停下，
我们下了车，中国同志围着我们，对着我们
笑，和我们握手。” 
当然，谢尔盖经过哈尔滨，但他并不知道这座
城市与白俄罗斯天主教神父约瑟夫•日耳曼维
奇是有联系的。在哈尔滨，还住着一位俄罗斯
散文作家维塞沃洛德•伊万诺夫。同样在哈尔
滨出生的还有白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诗人-高

满，他在1950年代后期用中文重新创作了马
克西姆的诗歌。马克西姆也在谢尔盖之后访问
了中国，他也写下了十分详细的旅行日记。在
这之后的十年中白俄罗斯很多艺术家、诗人都
访问过中国，比如：扬卡•布利、利纪亚•阿拉
巴、阿纳托利•维金斯可、格力高•巴罗杜林、
米哈伊•社里、拉里斯•卡人特、瓦力利•卡扎
科夫、那乌木•卡里别洛维奇、阿里斯•巴达
克、亚历山大•芬思科、弗拉基米尔•撕拉波切
维奇、阿拉米•沙达洛夫。 
谢尔盖很熟悉北京的风景，并分享了他对这个
城市的印象。多年后的2015年，我在北京旅
行，参观了故宫博物馆。谢尔盖写道：“这是
一个完整的宫殿群。它的所有结构都由两个主
要部分组成：内部和外部。宫殿位于外部，用
于进行国家治理和举行宫廷仪式。而皇帝及其
家人居住在内部，还有皇家花园。皇家花园中
充满了人们幻想中的东西，辛勤工作的双手把
整个花园变成了一个童话世界。”在北京，苏
联艺术家参观了中国画家徐悲鸿的工作室，在
画室的画架上有一副正在创作的鲁迅的画像。
书中写道：“徐悲鸿是中国艺术家的骄傲，
他继承了中国的传统，并融入了新的绘画方
法。” 
之后艺术家们参观了中央艺术学院。“我们在
学院的一间工作室内交流，在那里，我给学院
的李华教授做了一个雕塑写生。边上的中国学
生也在做雕塑，他们会来找我问一些问题，发
表一些他们的看法，让我点评一下他们的作
品。”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雕塑是一种全新的艺
术形式。” 
比较有趣的事情当数谢尔盖和著名艺术家齐白
石的会面。“我们还见到了齐白石的儿子和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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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他们带我们进入一个明亮的房间，在那里
我们看到了一张圆桌还有椅子。齐白石坐在椅
子上，但是他睡着了。我们有些困惑。他儿子
向我们解释道：齐白石已经等我们很久了，等
着等着，老年人就犯困想睡觉。之后齐白石醒
了过来，睁开眼看着我们，我们扶他起来，他
把眼睛睁开，泛着光，精神也来了。” 
他热烈得欢迎苏联同事。这位画家年纪大了，
在努力地思考着关于苏联的问题，他问：“从
这里到莫斯科有多远？”会面变得亲切起来。
星火通讯社的同志梅尔扎诺夫还请求齐白石为
杂志社题写新年祝词。 
之后齐白石邀请我们一起品茶，所有的中国朋
友都有这个好客习俗。 
我们和齐白石合影道别，所有人都向外面走
去，这位97岁的老人站起来，把我们送到门
口，向父亲一样和我们挥手道别。 
我记得那只挥动的手，那年老的、神情活泼的
脸。随后我决定再次拜访这位老者，并为他塑
像。 
之后我们去了南京，长江边上的城市，江苏省
的省会。它位于该国东部，距上海260公里，
是中国最大的文化中心。我们从谢尔盖•塞利
哈诺夫那里得知:“如果在北京我们只能向我
们的中国朋友展示我们以前作品的照片和复制
品，那么在南京，我们已经可以展示我们在旅
行的作品，听取他们的宝贵意见。通常我们的
朋友还带笔，一边交流一边做笔记。” 
“南京没有雕塑工作室，雕刻家也很少，我们
没有进行创作的适当条件。但是由于中国同志
的关心，我设法做点事情。我很高兴得知曾经
参观过白俄罗斯首都的艺术家严明住在这座城
市。我们认识，并且他竭尽所能的帮我进行创
作，让我可以在南京博物馆里进行创作。在很
短的时间内，我做了一些关于农民的雕塑写
生。” 
长江流经南京，历来中国诗人喜欢歌颂长江。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想怎样才能更深入地了解
这条伟大美丽的河流。很快我们的机会就来
了。 
“是时候跟南京说再见了。我们要乘轮船去上
海。” 
在上海，雕塑家谢尔盖非常的忙碌，他为很
多人做了塑像，这其中有著名作家巴金，谢
尔盖的朋友鲁迅，剧作家盛思富，文学评论
家谭涛，艺术家赵棠、白杨、袁世峰，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英雄-范腊梅。谢尔盖发现了一
件很有趣的事：“中国人非常了解并真诚地
尊重他们的艺术家，作家。我曾经与作家巴
金一起在城市中漫步。市民见到他事都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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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和他交谈，在这里艺术家和老百姓是生活
在一起的。” 
我们与上海当地艺术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
个城市有一大批美术工作者。我们与他们进行
了几次会议和对话。其中一次，他们向我们展
示了“国画”技术。他们画了几幅作品，签名
并作为纪念品赠送给我们每个人。我们应邀来
到艺术家刘海苏教授的工作室，他非常热情的
欢迎我们，之前他在欧洲学习油画，回到中国
后他创作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作品。 
“在一次会议上，上海当地艺术家举办了一个
小型展览，使我们了解到中国艺术家作品的多
样性，并对他们的工作方式产生了兴趣。上海
艺术家经常会见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代表。
挂在艺术家联合会大厅中的展品证明了这一
点。” 
1957年，苏联艺术家们在上海庆祝新年。有一
天，来自苏联的作家瓦伦丁•卡塔耶夫
和图画艺术家阿列斯特.维
列伊斯克来到酒店。他们
大概谈论了阿列斯特.维列
伊斯克在白俄罗斯会议上一
些值得纪念的事件——在伟
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艺术家
们从某些方面来说解放了我
们的祖国，他曾在西方报社任
职，描写了关于白俄罗斯第三
阵线“红军的真相”。他还在
该出版物的页面上设计了亚历
山大•特瓦多夫斯基“瓦西里•
特金”的诗节文字。 
在漫长的中国创作之旅中，塞
利哈诺夫还到了苏州、杭州、广
州、榆林、武汉、浙江港口、海
南等城市…最后回到了中国首都
北京。这位白俄罗斯雕塑家实现
了他的梦想——他塑造了艺术家 齐 白
石的肖像！“我知道齐白石不能长时间摆姿
势。我们给他照相，然后为他雕刻，在他一生
之中，没有人为他做过雕塑。我很担心齐白石
会拒绝再次见我，但是伟大的艺术家同意了我
的请求！ 
我立刻去了中央艺术学院的一个朋友那里，带
上相机来到齐白石的公寓。老人当时非常虚
弱。我立马着手开始工作，他尽力克服了自己
虚弱的状态，恢复了活力并继续摆姿势。考虑
到他的年龄，我尽量缩短了会面时间。 
"在工作的第三天，肖像几乎完成了。我很高
兴齐白石喜欢我的作品。齐白石在他儿子的帮
助下从椅子上站起来，并在肖像上签名。回到

家乡后，我答应他为他铸成
青铜肖像并寄给他。不幸的
是，齐白石几个月后就去
世了，我无法实现我的想
法。” 
在中国的创作之旅中，白
俄罗斯雕塑家共雕刻了36

件雕塑作品。在画册中，我画了很多铅
笔素描和水彩油画的写真…
尽管谢尔盖•塞利哈诺夫的生活水平一般（这
位雕塑家去世时，年仅59岁），但这位艺术创
作者留下了丰富的艺术珍品。纪念碑“未征服
的人”就出自于他之手。雕塑家还是明斯克胜
利广场上胜利纪念碑的四位浮雕创作者之一。
塞利哈诺夫为游击队兄弟米哈伊尔和伊凡创作
的纪念碑竖立在索利戈尔斯克地区附近。白俄
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另一位国家级艺
术家（雕塑家的头衔于1963年获得）塑造了作
家阿列斯.雅克莫维奇，伊万.梅列，和苏联根
纳季•季托维奇等人民艺术家的肖像。谢尔盖•
塞利哈诺夫被授予列宁奖得主的头衔。 

阿里斯•阿柳科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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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事迹
有一次，女儿从学校带回家
里一个手工艺品：带图画的
银色硬纸板小碟子。从外观
上看像白俄罗斯的装饰品。
她热情地解释道：“妈妈，
这是阳刚之气的象征，这就
是太阳，我将其粘合起来，
使其为我们的屋子带来温暖
和舒适。”我注意到她以崇
敬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手工艺
品，并赋予其神奇的属性。
因此，我们决定将这个“护
身符”挂在厨房的桌子上
方，那里是家庭吃饭的地方。
有一次，有人送了我带漂亮
盒子的巧克力棉花糖。用
民族风格装饰，内部覆盖着
糖果，上面铺着羊皮纸，上
面涂有白俄罗斯语文字。然
后，我与孩子一起开始研究
字母，将棉花糖放在一边，
甚至将绘画的含义与桌子上
方悬挂的新纸板“护身符”
进行了比较。我们发现了矛
盾。我们甚至开始争论，因
为外形彼此非常相似，但是
含义不同。这也很有趣，
重点不仅仅在于“没有过去
就没有未来”。正如他们
所说，这是基因或鲜血的呼
唤，即祖先的呼唤，将我们
彼此团结在一起。
我记得我第一次参观古老的
民间工艺和技术博物馆“杜

杜特基”。我们的小学生被
带去进行一次短途旅行。我
是生活在城市女孩，对我所
见到的一切印象深刻，以至
于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而当
时的景象仍然留在我的记忆
中：一间小木屋，只有当你
弯腰时才可以进入。左侧
是“红色角落”，长凳的图
画，旁边是麦穗。我甚至还
记得碎的陶壶，农民往里面
倒了牛奶。过去的遗产似乎
在那所房子里，尽管它是作
为博物馆展览创建的，目的
是向参观者展示我们祖先的
生活。我希望我可以在时间
机器里坐下来，然后做梦回
到几个世纪前，看看他们的
生活，询问他们的生活，
谈论未来的生活。我想象自
己是这样一所房子的女主
人，穿过小房间，从窗户往
外看……感到世代相传，我
们之间暂时的深渊。白俄罗
斯遭受了许多考验，白俄罗
斯历史上充满了戏剧性的事
件。没有踏入这片土地的人
无法理解！因此，白俄罗斯
人渐渐地逐渐建立了自己的
民族意识、团结和独特性。
它某种程度上“抹去”了80
年代的白俄罗斯。
有人说我们是“失落的一
代”。当然，生活并不容
易：苏联解体，我们曾在俄
罗斯广播公司学习，克里姆

林宫的首页上刻着
题词：“列宁曾在
这里居住，列宁正
在这里居住，列宁
将在这里居住。”
但是跟我年龄相仿
的许多孩子很长一段
时间以来一直认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刻
在明斯克的所有纪念碑上。
但其实明斯克的纪念碑刻的
是雅库布•科拉斯，扬卡•库
帕拉和其他白俄罗斯文化人
物。不过，允许我不同意“
失落的一代”的定义。我深
信：我们不会迷失！是的，
有一段时间很难“识别”，
但最终我们被“发现”了！
我们听到了同样的“祖先的
呼唤”，或者用科学的语言

遗产的迫切问题
探讨国家文化特点如何迅速发展壮大并成为白俄罗
斯人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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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遗传记忆起作用了。
这证明了我们对白俄罗斯民
间文化的极大兴趣。我们开
始在各处看到并使用红色和
绿色的组合，这是我们国旗
的颜色。我们还“钻研”主
题：装饰元素，在衣服、珠
宝、食品包装中，到处都可
以看到农作物、太阳、星星

等的象征性图像。甚
至白俄罗斯人也开始
制作带有国家标志的
纹身，并剃掉头上的
装饰。我不确定这是
否会深刻理解这个“
流行”标志的含义，
但是现在这可能并不

那么重要：我们只需
要在自己的国家“呼
吸”，就可以在“白
俄罗斯语”中“玩得
足够”。毕竟，似乎
直到最近才有一段时
间在街上听到本国语

言（白俄罗斯语），而且仅
限非正式的人见面时——与
哥特人、金属加工工人、骑
自行车的人等小型社会团体
的代表……而现在在社交网
络中，用白俄罗斯语写评论
很受欢迎，被认为时尚、现
代。由天然材料，纯亚麻制
成的产品是全球趋势！白俄
罗斯人一直在生产和使用生
态面料，正如现在所说的那
样，这种面料在日常生活

和衣服中都很流行。在我看
来，这就是我的，我们国民
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
文化”，且不止一个。例
如，在中国——风水，在印
度——阿育吠陀和吠陀占星
术。还有巴西狂欢节，希腊
神话？……在我看来，是时
候摆脱自己的“文化惯性思
维”了。毕竟，我们也有自
己的文化特点。
爸爸——太阳，妈妈——地球
也许，我家的新护身符确实
有一些神奇的地方：每次
看到时，都希望更深入地
挖掘，了解白俄罗斯饰品的
含义以及它的起源。搜寻使
我追溯了数百年，那时人们
与外界生活在绝对和谐的环
境中，每天都有新生命的诞
生。祖先认为，两个主要的
神掌管着他们的存在：太阳
和地球。他们彼此相爱，像
配偶一样生活，并抚养了自
己的孩子：威斯纳，亚里
拉，库帕林卡，卡利亚达，
拉德尼塔萨……我们的祖先
还相信风神斯特里博加，水
神沃迪尼克的，土神莱索维
克，木神波列维克，庄园和
房屋之神多莫维克。众神的
名字及其对人类的影响范围
各有不同。因此，可以将太
阳神称为达兹波格，由亚里
洛、芝滕、拉伊•巴巴上帝负
责进行丰收。在我看来，特
定神的具体称呼并不那么重
要，崇拜他的含义很明显：
一个人仿佛置身于自然之
中，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并且完全取决于她的“
心情”，因为他以各种可能
的方式寻求安抚、安慰和对
母亲的尊重。神秘与自然息
息相关，因此祖先提出了不
同的礼仪和礼节。与他们同
时代的人将这些概念反映在
装饰品上。
存在一个普遍的看法：我们
的祖父并不了解很多东西，

用原始的思维进行思考，而
他们的民族传统是文化基础。
如果渗透到祖先生活中，异教
信仰是过去的绝对遗物，那
么为什么基督教的信徒没有
根除它呢？这是一个历史事
实：教会已将许多民间仪式
（基督教徒自己的仪式）加
以修改。因此圣诞歌（庆祝
从冬天到夏天的过渡）与圣诞
节，Velikden（春天的亚里拉
神荣耀）与基督的复活合并在
一起……这可以在白俄罗斯民
族志学家的著作中读到。异教
徒与基督教的相互渗透，反
映在白俄罗斯的装饰品上。
我们通常会在画布上看到异
教的身影（形状相同，花瓣
对称排列——作者注），我
们可以在图像中识别女性形
象。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个
有趣的巧合：在人类积极寻
找摆脱生态危机的出路时，
我们对民间“古老”文化越
来越感兴趣。但是恰恰是在
其中提出了人与自然之间密
切关系，对其力量的认可和
崇拜，以及用现代语言遵循
宇宙定律的观念。暴力、残
酷、破坏对大自然和人类造
成了伤害……这难道不是他
们经常说的地球毁灭的过程
吗？



42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文化编码

生活模式
在白俄罗斯的民间文化中，
关于死亡的话题——即生命
与死亡的分界线非常模糊。
相反，死者可以“前来”探
望并与家人共进晚餐（“祖
父”假期），帮助种植庄
稼……白俄罗斯装饰中没有
死亡的象征。它包含一个秘
密的叙述，讲述了白俄罗斯
人的生活、工作、幸福和失
败、希望和梦想的故事。祖
先甚至没有获得我们现在拥
有文明效益的百分之一，但
他们却极其自给自足：他们
用自己的双手完成了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一切。白俄罗斯
散文作家兼外交官鲍里斯•
萨琴科在他的《永恒循环》
一书中写道：“每个村庄都
算是一个国家，各有特色：
语言、传统、习俗、日常生
活（因此很可能上帝的名
字也不同——作者注）。
每个主人都力求在所有事
情上保持独立自主，在没
有任何人和任何帮助的情
况下做事。他们尽可能地
铺设道路、桥梁。他有自
己的牛，有鱼，有蔬菜和水
果。如果需要犁、耙、犁、
镰刀、轮子、雪橇、斧头、
锯、勺子、碗、锅、桶这些
用具，都需要自己制作；
衣领、靴子、夹克、皮大
衣、帽子、衬衫、长裤、手
套——自己缝制；需要绳索
类用具、布、毛巾、桌布、
毯子、床罩——自己编织。
每个人建造自己的房屋、马
棚、浴室。当时手工制品非
常发达——木工、陶器和编
织物，文化和历史信息源源
不断。无论哪种模式，都是
零散的字符。当然，不是汉
字，但是我们的祖先也有自
己的“密码”。例如，这里
以太阳为例：红色菱形，从
该菱形指向所有方向的直线

是射线。我们改变他们的方
向——掉入菱形内部，我们
得到了大地母亲的新象征。

如果在上面加上太阳，就会
产生新的含义：春天大自然
的唤醒。这似乎是可以理解
的，甚至有些原始的符号。

但是，如果您仔细考虑一
下，就会开始感受到团结、
自然和谐的深层“阴阳”含
义。现在，我们在图的每
个角上添加了一个较小的
菱形，这个装饰的新元素称
为生命。尽管家庭成员众
多，但家庭的符号始终是四
个方形。生命的标志上绣有
祷告词，向上帝请求让病人
健康，或者让当女人怀孕。
通常，此符号被认为是最强
大，最神奇的符号之一。因
此，它绣在每个家庭中。
一对鸽子的画——当然是关
于爱情的。但是也以不同
的方式在装饰品上描绘了鸟
类。如果两个人都朝着一个

方向转，仿佛他们彼此跟
随，会浮现爱。他们互相看
着对方，爱的至高无上。有
时在鸽子之间，您会看到一
朵蕨类植物的花，象征着愿

望的实现。如果鸟类朝着不
同的方向看，则说明它们没
有相爱。
另外，我想谈一谈地毯的血
统，我在米哈伊尔•卡特萨
尔的《白俄罗斯装饰》一书
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黑白摄影中的外观，带有对
称图案的复杂图片。但是，
在对每个编织元素的作者进
行了详细描述之后，我感到
惊讶：我们的祖先表现出了
彼此之间的爱、关怀和关
注！1936年在格罗德诺编织
的地毯中央是一根强大的树
干，上面有树枝。有两棵小
树：代表父系和母系。在每
棵树上——六个芽，包括四
个图案，这是家庭的象征。
一连串树枝从强大的树干上
倾斜出来——祈祷并要求已
故亲戚快乐地生活在另一
个世界中。鸟：如公鸡和鸽
子表示纪念死者。在某些地
方，您会注意到各种形状和
大小的花结，这是母亲请求
为死去的孩子们带来永恒幸
福。一本关于全部家庭生活
的诗集就集中在这里！米哈
伊尔•卡特萨尔写道：“这块
地毯提醒我们所有人，我们
将维护家庭，我们将是不朽
的。”

幸福的魔法

“读取”模式很有趣，不仅
仅是看起来有趣。工匠创造
了独特的杰作，添加了自己
的东西，发明了自己的装饰
品元素。事实证明，尽管外
表相似，但每个都有其各自
的含义。例如，采用星型标
志。如果它被华丽的花环框
架包围，这就是母亲的形
象。人的标志也是一颗星，
但框架却不同：更薄，由简
单的对称针迹组成。负责生
命诞生的神——斯普尔斯被
描绘成玫瑰花结，从外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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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由四个黑麦小穗组成
的星。当然，绣在画布上的
符号非常粗略，我们必须猜
测小破折号的含义。因此，
互联网上的解释或所谓的装
饰字母观点是不同的。就像
以立体派风格查看图片一
样：似乎有一个统一的名
字，但每个人都看到它以后
的反应都不同。
在女裁缝开始工作之前，她
仔细考虑了未来作品的情
节，组成和色彩。顺便说一
句，绣在白色背景上的装饰
品的主要颜色是红色。阳
光，血液象征着生命的化
身。后来添加了黑色，但仅
是为了着色，强调红色。偶
尔也使用蓝色、黄色。
女人的梦想是什么？当
然——爱情、幸福的婚
姻、孩子。她向上帝绣
了一个特殊的“祈祷”
。鸽子、花朵、八角星
（丈夫的象征）出现在
白色织物上。这样的事
情毫不奇怪，无论是
拉什尼克还是面纱，
或者是未来配偶的衬
衫，都被女工勾画出
来，包括强烈的相
信一切愿望都会成
真的信念。在我看来，这
就是我们祖先信奉的“
魔术”。毕竟，思想是
物质性的，它有自己的“
电荷”，科学家已经通过
实验证明了这一点。不久
前，我读到有关人类进行
新研究的文章。一个人被要
求想象某个人，然后在超敏
感设备上记录他所想象的人
的形象。并且，越专注于所
想的形象，该形象越夸张。
这就是我们的积极思想和消
极思想。在我看来，祖先在
远古时代就知道这一点。他
们向后代传播了生活的基本
常识。

阿丽萨•冈格
symBAl.By

symBAl.By

onlinEr.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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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库 帕 洛
夫的表演
中，意境
是由 An-
drei Zu-
b r i c h的
音乐营造

的。Vladimir Tsesler发明了戏
剧的创意海报，赢得了品牌
印象。可以在剧院大楼正门
附近看到。
众所周知，我们每个人对艺术
品的看法都是主观的。作为一
个不假装批评家的作家，我也
不例外地回顾了库帕洛夫在
2019年底的首映式。因此，我
将分享我的个人印象。

很长时间以来，当您的注意力
完全被舞台动作所俘获，甚至
一分钟都没有分散时，我作为
一位经验丰富的观众，无法感
受到这种对作品的整体理解。
毕竟，隐瞒是有罪的：在毫无
表现力的当前低迷的表演中，
您突然开始思考诸如新年节目
单之类的东西。我看了《李尔
王》，一口气听了尤尔卡•加
夫鲁克精彩译本中的优美文
字，却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
逝。直到最后一刻，小丑（亚
历山大•卡斯洛）在墓碑上放
了十字架，这些人完成了尘世
的旅程并回到了舞台的后面，
爬上梯子，仿佛在玩耍，描绘
了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

我看来，这就是剧本的全部内
容。
那么戏剧关于什么内容？关于
我们无视真理的能力，保留童
年，纯洁的灵魂，无论我们是
谁：国王、寡头、农民……为
什么我们背叛自己，国家，彼
此，亲戚……
演出持续了两个小时零五十分
钟，有中场休息。在这段时间
里，我甚至无法为自己修复一
些对文章有用的东西，甚至在
中场休息时也不能讲话。它如
此沉迷于莎士比亚激情的虚拟
世界中，以至于精神投降，失
去了剖析舞台画布的机会，问
了一些问题：什么，如何，为
什么……

做小孩很难

周年纪念季首演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在扬卡•库帕拉国家学术剧
院大放异彩。导演兼艺术总监Nikolai Pinigin，布景设计师Ekaterina 
Shimanovich。

维克托•马纳耶夫，饰演李尔王，白俄罗斯人民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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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沉浸在另一个世界中
一段时间后，愉悦感不会消
失，并提出以下问题：您如
何喜欢它，为什么喜欢，我
想以一种幼稚的方式回答。因
为...我也喜欢答案本身如何
逐渐开始出现在意识中……
我喜欢尼古拉•皮尼金对戏剧
《李尔王》解读。首先，因
为这种永恒的表演涉及所有
方面。它形成自豪感和自我中
心主义的联系，在任何时候，
任何状态下在一个人的蓬勃发
展，在我们内心里面。有时导
致不是最好的，但不可逆转的
结果。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政
治上。关于我们的弱点，业绩
和能力只是在命运的打击下，
我们自己产生了这种命运，看
到了永远难以捉摸的真理。似
乎我们了解了一些重要的东
西，因此，我们将以不同的方
式生活，但事实并非如此：我
们感到失落，以及不以纯洁的

灵魂所特有的方式失去天生的
爱的能力。
当然，李尔王的悲剧很难与普
通百姓的悲剧联系在一起。我
并没有意识到：就像谚语所说
的那样，每个垃圾中都有嘎嘎

声。然而，问题是：为什么我
们这样，而不是整个生物？好
像我们生活在重要人生价值观
的鸿沟上：我们认为一件事，
我们说另一件事，而我们做第
三件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真理。但是，正如尼古拉•皮
尼金在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
每种说法都是合理的。他还建
议：莎士比亚作为一个成熟的
男人，明智的生活经历可以得
出这个结论。
因此，我对所有人为库帕主义
者的新表现感到遗憾。我也
想为每个人辩护。首先是里
拉（白俄罗斯人民艺术家Vic-
tor Manaev）。演员在画面中
多少具有情感和激情的作用，
多少精神主义，以及多少层覆
盖了李尔金和人的真实内心。
最纯净的以免在他的疯狂中会
稍微展示。在我们的生活中，
这是如此可怕，但可惜的是，
并没有大肆宣扬。扮演这个角

“对我来说，李尔王
不是一种思想的游
戏，而是真实的宇

宙。莎士比亚成年后
写的最好的戏剧之一

（也许是最好的唯
一），当他了解了一
切之后。我不能说他
在讲什么。另外，如
果您现在问福音是什

么，我无法解
释……”

Nikolai	Pinigin

罗曼•波利科（格佐格•阿尔巴尼）和德米特里•埃西涅维奇（格佐格•科努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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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演员将扮演我们自恋的统
治者，沉迷于他的伟大，习惯
于荣耀和奴役，然后扮演一个
怪异的国王，加入慷慨大方的
行列，用自己的双手毁掉君主
制，有时会扮演无休止地疲惫
的老人面对他的冷漠，冷酷和
残酷的女儿。他将以白色长袍
的身分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会
尽可能地保持开放的灵魂……
在我看来，李尔可能不是疯
子，而是选择了疯狂作为盾牌
的国王，在你的掩护下可以至
少要表达对真相的见解。
自1606年首次上演戏剧以来，

世界上就没有多少杰出的演员
曾演出过李尔。许多杰出演员
的名字：劳伦斯•奥利维尔，
安东尼•霍普金斯，康斯坦丁•
莱金，帕维尔•摩卡洛夫……
他们还只在俄罗斯剧院，维
捷布斯克的雅库布•科拉斯剧
院和RTBT的三座剧院扮演李
尔。而现在，这是首次李尔在
扬卡•库帕拉剧院上演。在这
方面，我不得不回想起爱沙尼
亚杰出演员尤里•亚尔维特的
故事片《李尔王》（1970），
他当时扮演李尔的角色。不能
忘记的是，在他的参与下，观
看照片无法止住泪水：李尔受
了如此深的苦难，意识到了他
的不易生活。

皮尼金的表现与权力本身或
家庭关系并不直接相关。这
并不是最纯粹的“与亲戚的
悲剧”，因为玛丽娜•茨维塔
耶娃曾经略带讽刺地定义了
莎士比亚的杰出作品。正如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在接受
Komsomolskaya Pravda采访时
解释的那样：“对我来说，李
尔王不是一种思想的游戏，而
是真实的宇宙。莎士比亚成年
后写的最好的戏剧之一（也许
是最好的），当他了解了一
切之后。我不能说他在讲什
么。另外，如果您现在问福

音是什么，我无法解释……”
（https://www.kp.by/dai-
ly/27072/4141844/）。
这种表现是关于邪恶的，数百
年来一直在与邪恶作斗争。关
于被迫藏在面具下的善良，例
如肯特，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被李尔开除，因为他敢于告诉
他关于最小的女儿科尔迪利亚
诚意的真相。就像聪明的埃德
加一样，伯爵格洛斯特的儿子
也遭到了他的哥哥埃德蒙的诽
谤，后者是格洛斯特的私生
子。关于人性的两面性。好
吧，王冠被撕成两部分并不是
徒劳的，因为王国本身以李尔
王脚下的地毯的形式，也像肉
类一样在戈纳利尔和里贾纳之

间分割。并成为两个统治者的
血腥礼服。宝座也被分成两部
分。这有效吗？毫无疑问。
Ekaterina Shimanovich的布景
（关于她的页面）具有极好
的品味。以极简主义风格，再
现了半空的莎士比亚城堡的内
部。动作发生在没有家具的地
方。只有两个垂直的黑色屏幕
划分了场景的空间。在这个空
间中，以英雄为幌子的演员可
以舒适地存在。比方说，将塑
料管子的剑从“墙壁”上的“
洞”中拔出来很方便，将“尸
体”装载到类似用于在大型超

市中从带有现代制冷装置的储
藏室一侧运送肉体或其他杂货
的装置的推车上就不难了。
具有现代质感的服装也令人赞
叹，仅能使人联想到莎士比亚
时代的骑士装甲，这要归功于
夹克，马裤，靴子和女士短上
衣，它们可能适合体现我们时
代的材料。一个有趣的细节是
闪亮的靴子。剧中的所有英雄
都躲在其中。当我问现场设计
师时，靴子所代表的含义是什
么，他们以为这双鞋象征着角
色之间关系的正式风格，例如
所有展示的事物，卡蒂亚笑着
说：
好吧，我不知道，我认为只是
美观。

罗曼•波利科（格佐格•阿尔巴尼）和德米特里•埃西涅维奇（格佐格•科努努）  伊万•特鲁瓦（奥德蒙德）和安德烈•格拉多耶夫（格拉夫•格洛斯特） 伊戈尔•西戈夫（格拉夫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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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美丽，美观。角色的
服装以其风格，配色方案引爆
全场。该剧使用鲜艳的色彩：
红色、黑色、白色、黄色。它
们营造出一种普遍的情绪，并
反映了各个场景中角色的感
受。还有一些符号：红丝带是
伤口的鲜血，长剑在墓碑上变
成十字架。李尔在第二幕中滚
动并坐在其下的那一堆干草，
躲避天气，在我看来，这是非
常有意义的标志，令人产生联
想。
记者赞扬《李尔王》中的布景
设计和服饰，不是毫无根据

的。有些人甚至倾向于只将演
出的成功归功于艺术家，这是
我无法同意的。毕竟，如果不
与导演协调，那么无法实现现
场方案。这是一个常见的创作
过程。
“我们与尼古拉讨论了所有发
现，纠正了一些东西，拒绝
了一些东西，改变了一些东
西……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取得
良好的效果”，Shimanovich解
释说。
在上一代的表演作品中，除了
里拉-马纳耶夫外，伊戈尔•伊
戈尔•西戈夫伯爵和格洛斯特•
伯爵、亚历山大•格拉多博耶
夫伯爵也值得关注。肯特坚
信善良和他的国王。尽管它隐

藏在面具下，但它的核心在表
演过程中不会破裂。这是强调
成为真正的自己有多困难的重
点。格拉多博耶夫的格洛斯特
柔软而犹豫；很容易混淆。因
此，它失去了视线。戈纳李尔
的丈夫奥尔巴尼贵族公爵。在
Roman Podolyaka，他是一个
真正的战士，散发出力量和
可靠性。康沃尔郡公爵德米特
里•耶斯涅耶维奇是一位充满
原始激情的人，却没有考虑过
重要的事情。他是一个粗人。
埃德蒙是卑鄙的混蛋，他是一
个机会主义者，只为自己谋取

利益。戈纳里拉•安德烈•德罗
比什的管家奥斯瓦尔德是个势
利小人，他的情妇是受过良好
训练的狗。我注意到该剧有20
位小号手。
在《李尔王》中有三个女性角
色。我看到了维多利亚•查夫
利基的，瓦伦蒂娜的里和玛
莎•古鲁贝娃。毫无疑问，库
帕拉的每一个明星都各司其
职。在第一幕中，两个姐姐定
下了基调，为继承而战。确保
她父亲无边无际的爱心的长老
Gonerilla是一个坦率的人，似
乎在广场上的麦克风下高呼赞
美爱情和奉献精神的文字。我
承认，这听起来庸俗。年轻的
Cordelia安静而充实：她既不

能讨人喜欢也不能说谎。她的
白色衣服与黑色和红色的姐妹
衣服不同，象征着纯洁。
观看亚历山大•卡斯拉的小丑
的故事很有趣。他的喜剧演员
扮演一个孩子，纯洁，一个阳
光明媚的灵魂。不用说，他穿
着黄色西装。他没有讽刺，没
有毒，没有说出真理，没有歪
曲事实，没有取笑任何东西，
而只是说出孩子们所说的话，
因为假装是不自然的。笑话就
像李尔国王的深沉纯洁的反
映，他本人在自己拥抱Cord-
elia尸体时不太可能发现。

表演的结局是如此壮观和强
烈，皮肤上有霜。在“超级
市场”的购物车的最前端，有
七具尸体：李尔王、科尔迪利
亚、埃德蒙、奥斯瓦尔德……
尸体、坟墓，都已经不重要
了。最主要的是，所有人都因
死亡而和解。在我看来，愚人
会像对待孩子一样在游戏中公
平地走来走去，将推车的手柄
变成十字形。他们会说，他会
更深入舞台，爬上类似于操场
上的梯子，转身面对我们，描
绘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
们说，做小孩很难……
总的来说，我们将看到我们能
够看到的。

瓦伦蒂娜•日单诺维奇

伊戈尔•西戈夫（格拉夫肯特） 亚历山大•卡泽拉(舒特)。他的帽子是维克托•马纳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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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叶卡捷琳娜（小名卡佳——译者注）·希曼诺
维奇是人民艺术家鲍里斯·格洛万才华
横溢的学生之一，她是艺术学院的毕
业生，在其短时间职业生涯内，她
成功地上演了引起戏剧界关注的表
演，并获得了富有创意和时尚的
舞台设计师的形象。
我的一位同事曾经将卡佳与电影
《三个胖子》中的女娃娃索克
进行了比较，该电影是根据尤
里·奥列沙于1966年的童话故
事制作的。请让我引用这个
象征性的比较。
“索克的头是一张瓷器
脸，具有不寻常的，经过
精雕细刻的特征，带有
戏剧性的三角形眉毛，
眼睛很宽。叶卡捷琳
娜·希曼诺维奇的第
一印象是图蒂继承
人的传家宝玩偶：
这是铰链，这是电
线，这是工厂的钥
匙。滴答滴答，眼
睛一眨一眨，手指

这个奇怪的，	
不寻常的卡佳

描写戏剧艺术家	
的肖像

如果在你的灵魂中至少有一个开花的分支， 
在那上面永远都停留着会唱歌的鸟

东方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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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变得栩栩如生，从它的下方会再次撒下，不
寻常而神奇的东西……”
为什么叫索克，我问卡佳。
很难说。这可能只是一个关联。毕竟索克很奇
怪。显然，我也是。也许整个事情都因为发
型，我的同伴开玩笑。
奇怪，奇怪，奇怪-从我与卡佳的对话中了解
到，卡佳的这些定义当然意味着不寻常。这
意味着-不像从人群中脱颖而出的一切。它可
以是一个人，一张照片，一套西装，一群人，
一个表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她自
己，这位迷人，非常可爱的25岁的艺术家，不
容忽视。好奇，认真的表情和我对笑话立即回
应的能力极富感染力，幼稚地笑，甚至哭泣。
一位同事注意到，卡佳的特点是迅速融入生活
并立即对任何事物做出反应，这真是令人惊
讶，您无法想象会有更好的选择。这可能是她
在专业界发生的事情：她将阅读剧本并继续创
作！但是到目前为止，在行业中，只有一个李
尔王是值得夸赞的！她在库帕洛夫斯基剧院大
舞台上的首次独立表演！是的，与著名导演尼
古拉·皮尼金一起！在此之前，卡佳与她的丈
夫，布景设计师谢尔盖·阿舒卡一起上演轰动
一时的首映式-戏剧《Shlyakhtsits Zavalnya，
或神话般的冒险中的白俄罗斯》。甚至在更早
的时候，她就与他一起在室内剧场Zamla Elzy
创作了布景和服装。还有她的第一场演出-
《Zapalki》。 Andrus Gorvat的戏剧改编的
《Radziva Prudok》仍然高朋满座。顺便说一
下，她的出色表演和Zapalki都被授予了著名的
Ivan Ushakov奖。卡佳和他在莫斯科大剧院工
作，在歌剧《乡村荣誉彼得罗·马斯卡尼》担
任服装设计师。已经连续好几年闪耀在新年舞
会。现在，她在莫斯科大剧院（Bolshoi）工
作，担任由达里亚·波塔图尔科执导的儿童歌
剧《猫之家》的舞台和服装设计。
卡佳如何保持如此紧张的工作时间表？毕竟，她
做了她最喜欢的事情。就她自己而言，她了解一
件重要的事情：你需要生活、工作和放松，使自
己从一切中获得快乐。如果出现问题，不要生
气，不要担心，而要行动。意识的变化发生在奥
地利林茨的艺术学院，由于一项国际学生交流项
目，她在那里学习了几个月。她在那里会见了来
自波兰，罗马尼亚的同伴并结交了朋友。她说，
他们比我们更自由，对失败的痴迷也更少。他们
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继续前进。
我很幸运能和真正的场景学大师一起学习。他
给了我们职业。我不能忘记我的学生时代。没
错，有时候还梦到某件事是怎么解决的。我记
得一切进展得很好，在整个第一学期的正式写

叶卡捷琳娜•希莫诺维奇是艺术学院的一名学生，
曾在2012年阿斯塔纳德尔菲亚运动会上获胜

与同学一起在美术学院欣赏艺术作品。右边是鲍里斯•格洛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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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期间，鲍里斯·费多塞维奇甚至称赞我。正
如我的项目那样。当然，我很高兴。然后噩梦
开始了。我像同学一样抽泣：他们说，什么都
行不通，我没有时间……
Gerlovan要求提供论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而不是那样。要带来无可辩驳的论据。有时在
我看来，我只会死于这样的任务……
卡佳还讲述她如何根据未完成的方案《我的兄
弟去世》来处理布局。在那里，她采用了一种
基于空间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家庭解决方案。
她在Gerlovan检查日期之前和之后（由总监委
托）进行了布局。我很高兴，为我有时间感到
自豪。在观看的前夜，我设法……直接落在版
面上。跌跌撞撞，或者紧紧抓住东西。整个结
构弯曲……人们意识到这是一场灾难：
 我发生了歇斯底里的事……我的父母得救
了：他们整夜工作，他们让我冷静下来。他们
固定了一切。看起来很有趣，我真的骑自行车
让自己平静了下来。

卡佳现在非常感激地回顾了她在Gerlovan学习期
间获得的宝贵经验。她说，多亏了他，我变得更
加坚强，学会了幽默对待自己的错误和成就。
当他们称赞我的布景设计时，我很高兴，但我
并不是一个人工作。讨论风景，服饰和一些想
法，这是导演与艺术家共同创作，对话的时
刻。例如，我可以提供我想在场景设计中使用
的内容，例如，导演并没有考虑我真正想要的
东西，然后我说服他，寻找论据，证明一些东
西……
总的来说，我对格洛洛文学校说的是卡佳。两
者都在笑。
渴望创造力的艺术家的动力来自何方？
事实证明，卡佳的家人很有创造力。妈妈是一
位设计师，她毕业于阿列克谢·格列波夫明斯
克艺术学院，父亲因艺术而上学。但他获得了
医学专业的经验，担任了复苏麻醉师，如今，
他正在创造性地意识到自己在金属和木材艺术
作品中的地位。据她回忆，卡佳从小就开始画
画，做了些纸莎草纸上的圣诞老人，它们还
在，甚至在弟弟出生之前就能使用胶和颜料。
话虽这么说，卡佳真的继承了父母的基因。如
果有一天，我为自己订购一本家谱，那么在亲
戚的分支中，我们会发现作曲家，著名的博物
馆组织者，音乐学家，甚至还有几位记者。她
不想过多谈论这些。但是，卡佳是正确的。毕
竟，如果一个人不努力，基因可能不会发挥出
来。
她喜欢工作，喜欢不断的创作。卡佳就像一台
小型发电机，可以提供创意电流。我可以假
设：这就是导演喜欢与她合作的原因。
顺便说一句，她相信圣诞老人很长一段时间
了。今天，她更喜欢生活中充满魔力的地方。
当我问卡佳新年与丈夫的生活时，她纠正了
我：圣诞老人，而不是丈夫……
当然，我并没有回避与她和谢尔盖这两个富有
创造力的人物相处。她说，他们在一起很好。
如果有一个共同的项目，如果他们一起创造某

就她自己而言，她了解一件
重要的事情：你需要生活，
工作和放松，使自己从一切
中获得快乐。如果出现问
题，不要生气，不要担心，
而要行动。

叶卡捷琳娜和萨尔瓦多达利在菲格拉斯 

（西班牙）的21世纪国家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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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东西，或者在家里，两者都是有趣的。毕
竟，他们俩都忙于彼此都喜欢的业务。他们
彼此很容易理解。如果无法立即理解，则进行
交谈并达成共识。他们一起旅行，发现新的地
方，新的文化。卡佳非常喜欢西班牙。石头的
国家，怪异的形式，柏树。在其中，当她看到
大自然时，便意识到了她心爱的西班牙艺术家
对世界的看法，很难将西班牙的自然与白俄罗
斯的风景，森林和花园，圣诞树，苹果树和梨
相提并论。在奥地利，卡佳对山印象深刻。她
也想问大海，你可以不喜欢它吗。当祖父母和
他们的兄弟把他们带到克里米亚时，她第一次
在11岁那年看到大海。这发生在前往Uchkue-
vka海滩的塞瓦斯托波尔，这真是难以形容的
喜悦。  
魔术，童话，卡佳的小马。因此，在童年时期
最喜欢的书籍和电影是哈利·波特。她创作风
景的过程从哪里开始的，起点是什么，她回
答：
“我在一次采访中已经说过，很长一段时间以
来，我都不了解如何创作哈利·波特这样的详
尽世界。她觉得结果一切都会发生，就好像它
本身一样。没有起点。没想到：现在我将创造
风景。刚认识这部戏，我就开始生活在那个世
界中。好像我看到了……它逐渐在我的脑海
中显现，然后在舞台上显现。这有些不可思
议。”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启发卡佳的最喜欢的艺术
中，超现实主义者——Miro，Chagall，Kandi
nsky，Malevich，Magritte，Sergey等为她发现
了西班牙抽象艺术家。非常喜欢安东尼·塔皮
斯，萨尔瓦多·达利。他们对她来说也“奇
怪”，而不是简单。
我了解卡佳，因为她本人是超现实主义的粉
丝，与逻辑格格不入。其中蕴含着魔力，和狂
妄，使想像力得以显现——变换图像，连接未
连接的事物。这就是卡佳的风景。
当然，舞台设计师的职业也有很多逻辑。毕
竟，在剧本的布局得到批准之后，与剧团的关
系就开始了，开始生效。我问卡佳在李尔王时
期对她来说是否艰难，她说：这并不困难，我
在我的工作中如此自如，因为我喜欢它。出于
某种原因，我想起了这一刻，索克被问到她做
一个洋娃娃是否困难？
卡佳的想法是什么？我考虑她说的话。毕竟，
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实物，她似乎在说自
己的想法。据我了解，她即使在解决复杂的创
意任务，也会感到高兴。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
她是一个充满积极的人。

瓦伦蒂娜·日单诺维奇

戏剧《广播电台“池塘”》剧照

许多有趣的细节和编造的东西， 

是普鲁多克电台剧中叶卡捷琳舞台风格的特点

戏剧剧照《诺布尔曼•扎瓦尔尼亚,或者说是梦幻故事中的白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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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泽普·德罗佐维奇	
的宇宙

没有与他相提并论的人，很多人将他与达芬奇、	

罗里奇等相比较，但所有这些比较似乎都不令人信服。	

也许我们必须承认，在亚泽普·德罗佐维奇出世之前，

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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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即使是当代人，也将达芬奇的兴趣
和爱好的普遍性相比较。最近，亚泽
普·德罗佐维奇的宇宙在白俄罗斯国家

美术馆得到了扩展，在那里专门针对这种非凡
个性作品的常设展览的新内容开幕了。在十九
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白俄罗斯艺术馆
中，展览扩大了艺术家从博物馆基金中获得的
绘画和图形作品（其中一些以前从未展出过）
，以及用于视力障碍者的触觉绘画。
此外，亚泽普·德罗佐维奇的虚拟档案位于永
久展览的信息亭和国家美术馆的官方网站上，
在此尽可能详尽地介绍了作者。如今，艺术家
的作品被存放在白俄罗斯国内外的各种博物馆
和图书馆中。许多展览从未展出过，有些甚至
没有被复制，不仅为公众所知，而且为专家所
知。虚拟档案馆填补了这一空白，从而扩大了
对亚泽普·德罗佐维奇多方面遗产的了解。
当然，博览会新部分和虚拟档案馆中的核心位
置是亚泽普·德罗佐维奇致力于太空的作品。
毫无疑问，“太空周期”的许多作品（图形，
绘画以及极为有趣的文字）不仅在白俄罗斯，
而且在世界文化中都是一种现象。由于天文学
的影响，艺术家通常在梦里过夜，“旅行”到
遥远的恒星和行星。在月球、火星、土星、金
星上看到的一切——自然，城市及其居民的生
活。亚泽普·德罗佐维奇进行了素描、图形和
绘画的体现，并在日记本和专用笔记本中进行
了描述，其中大部分都存放在白俄罗斯以外的
地方，现在仍然没有发表。空间主题的艺术
品和文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得益
彰。文字详细地解码了艺术家的图
形和绘画作品中反映的大部分内
容。虚拟档案博物馆首次使将亚
泽普·德罗佐维奇致力于空间
的艺术作品和相应的文字摘录
结合起来成为可能。
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永久展
览的新部分，包括虚拟档案
馆，就像是前往亚泽普·德
罗佐维奇神奇而令人难以
置信的世界之旅。对于他
的工作迷来说，他将是一
个真正的礼物。对于某些人
来说，这将是一个启示，有
人不仅会扩大关于艺术家作
品的想法，而且可能会扩大
关于白俄罗斯文化整体发展方
向的想法。
国家艺术博物馆的首席研究员奥尔
加·阿希波娃强调：

“该项目是在白俄罗斯总统的资助下实施的。
更新后的展览包括绘画、图形作品，我们杰出
的同胞的文字，包含在维尔纽斯影印的录像
带、视频、触觉绘画中，您可以触摸甚至“聆
听”。我们想展示这位非同寻常的才华横溢的
人的所有方面。”

当然，在白俄罗斯文化史上，亚泽普·德
罗佐维奇（1888-1954）的性格占有特殊
的地位。他所做的一切都充满了宇宙的

普遍性。这是亚泽普·德罗佐维奇作品的非凡
之处，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的展览再次证明了
这一点。

许多当代人主要将亚泽普·德罗佐维
奇的作品视为图形作品。他的遗产
的这一部分以自己的方式不同于
他创造的其他一切。亚泽普·
德罗佐维奇的图形传承以其
质量、种类和数量给人留下
深刻的印象。亚泽普·德罗
佐维奇的旅程没有一个是没
有当地建筑草图的：维尔
纳、明斯克、米尔、新格
鲁多克、白俄罗斯的许多村
庄……而且，亚泽普·德罗
佐维奇并不想一如既往地成
为艺术家，他在各处积累了
历史信息，对当地传说感兴
趣，有时从事考古实验。
奇怪的是，亚泽普·德罗佐维

奇旅行的地理版图非常有限。
在生活中，他避免了遥远的距

离，没有寻找异国风情。自然，除
了“太空飞行”外，从某个时

亚泽普·德罗佐维奇	
的宇宙

在他的作品中，
亚泽普•德罗佐
维奇自如地钻研
过去或飞入外太
空，“现在”的

事情与艺术相
比，对他来说并

不那么有趣

亚塞普•德罗杰维奇。1920-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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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开始，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进
行飞行。一言以蔽之，他被其
他方式所吸引，而且看来，他
在自己内心铺设了最弯曲的路
线。
亚泽普·德罗佐维奇一生中的
决定性年份是1921年。这时，
白俄罗斯博物馆在维尔纳建立
了。它是最丰富的博物馆——
数千种物品，各种关于白俄罗
斯历史和文化的资料的仓库。
博物馆的首批礼物之一是亚泽
普·德罗佐维奇的一系列图形
作品，古代建筑和波洛茨克王
子肖像。从这个时候开始，亚
泽普·德罗佐维奇一次又一次
地出现在白俄罗斯博物馆中。
他交出了在那里所做的一切。
因此，与早期的作品和战后的
作品相比，他的20世纪20-30
年代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保存。
大师的绘画传承在数量上不如图形传承。也许
是因为，大多数作品都是严格按照“古典标
准”进行创作的，亚泽普·德罗兹多维奇的绘
画总是在专业与天真之间徘徊。这种“边界”
现象有时会造成混乱，因为它们不适合任何坐
标系。但是正是这种“边界”，特殊的魅力和
作品的“不完美”令人着迷。
亚泽普·德罗佐维奇在他的作品中轻松地钻研
了过去或飞入了外太空，“这里和现在”的事
件在他看来对于艺术表达来说并不那么有趣。
但是他在细节转移方面始终保持着现实的原
则，准确性和谨慎性。

他本人坚信，他具有千里眼的天赋。他自
如地前往遥远的土地，“渗透”到了外
太空。他日复一日地坐在图书馆里，热

切地吸收所有可能获得的天文学文献。他经常
沉浸在神奇的梦中，在那期间他经历了非凡的
旅程。他“漫游”到遥远的恒星和行星——月
亮、火星、土星、金星，在那里“看到”美丽
的风景，“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的植物、动
物，“参观”了未知的国家、城市，“观察”
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早晨，认真细致地写下
来，把“看到”的所有内容记录在日记本和专
用笔记本中，然后将它们制成专辑。这些图形
中一些后来变成了绘画。
他留下了许多夜间航行进入太空的内容：绘
画、图形、文字。难怪这位有才华的艺术家牢
牢树立了“白俄罗斯艺术宇宙主题创始人”的
头衔。

亚泽普·德罗佐维奇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在于他
对太空旅行的草图和笔记的重视，不只是科学
上的艺术意义。没错，有时他建议不要在访问
过的行星上观察现代生活，而要观察未来。他
在那里看到的一切都使他想起了白俄罗斯。至
少，一切都与周围的白俄罗斯现实进行了比
较。
亚泽普·德罗佐维奇没有活到一个人飞入
太空的那一刻。1954年，村民发现他在路
上昏迷。他们带他到这位艺术家去世的最
近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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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德罗佐维奇是白俄罗斯文化和
艺术界最重要、最独特和与众不同的人
之一。他的创造力范围如此之大，以至

于不可能将其归因于某种课程、方向、风格和
活动类型。德罗佐维奇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
艺术家和雕塑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作家、
诗人、老师、民族志学家、民俗学家、哲学
家、考古学家、戏剧演员、业余天文学家。我
们无法理解，这位短暂而又充满困难的人，如
何适应生活的多样性，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做出
了贡献，了解了未知的事物，为人们打开了未

来的大门，并让他们抱有梦
想。
同时，亚泽普·德罗佐维奇的
生活发生在最困难的历史事件
的背景下——第一次世界大
战，他参加了这场革命性的
变革，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
艺术家的生活困难、饥饿和贫
穷、人类的误解和孤独都带来
许多困难。
顺便说一句，德罗佐维奇不寻
常的世界观，对太空和行星的
钦佩并没有在他的朋友和同时
代人中得到回应。那时，白俄
罗斯甚至没有人梦想过太空旅
行，也没有梦想过其他星球上
的生命，也没有想到土星环由
什么组成以及这个星球上的居

民是什么样子。但是，如此众多的创造者、科
学家、才华横溢的人的命运如此坎坷。被人们误
解的德罗兹多维奇正逐渐变成一个边缘和孤独的
人，选择了一条“永恒的流浪者”的道路，无休
止地穿越他的祖国。他在白俄罗斯四处游荡，收
集并记录了民间传说，编纂了辩证词典，研究了
考古学，并创建了大量图形素描和涂地毯。
如今，对亚泽普·德罗佐维奇的个性的兴趣仅
在增长。以他的荣誉举办展览，露天表演和科
学会议，出版有关他作品的专著，并制作纪录
片。天文学的假设以及他飞向外太空的梦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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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充分的实现，并且还在不断发展。亚泽
普·德罗佐维奇相信：“时间到了……他们仍
然会寻找我。”这个惊人的人，一个真正的先
知的预言已经实现。

亚泽普·德罗佐维奇的绘画以风格和主题
多样性引起人们的关注。对祖国历史的
热爱和深入的研究使他能够在白俄罗斯

光荣的过去中绘画。在这些画作中，“自画
像”脱颖而出，大师展示了他
的三种个性，他的个性的三个
特征。艺术家亚泽普·德罗佐
维奇，抽着烟斗，手里拿着画
笔，历史学家亚泽普·德罗佐
维奇，专心注视着这本书，以
及天文学家亚泽普·德罗佐维
奇，若有所思地看着它——手
稿与行星的图像。
在其他作品中，体现了神秘的
图像和奇妙的风景，提出了关
于善与恶，生与死，人类命
运，国家未来的永恒问题，反
映了独立白俄罗斯的形象。正
如白俄罗斯散文作家Zmitrok 
Byadulya指出的那样：“德罗
佐维奇具有自己的风格，自力
更生，自成一派。”
亚泽普·德罗佐维奇在他的
故乡旅行、谋生。他感谢农
民——他的主要客户，这位艺
术家经过十年的旅行，创作了
数十种壁挂式“毯画”，用于
装饰乡村房屋，同时又充当了
原始的魅力。在保持传统的同
时，德罗佐维奇总是在这种民
间艺术中加入自己的精神——
特殊和独特的精神，甚至开始
称自己为民间农民艺术家。几
乎每个家庭主妇都想在她的屋
子里放毯画。
这位艺术家是最早将自己的作
品转向弗朗西斯科·斯科里纳
形象的人之一。难怪他被称为
白俄罗斯民族历史艺术的创始人。在创作的一
系列绘画和图形作品中，出现了第一台印刷机
之路中最重要的事件：从一个年轻人从他的故
乡波洛茨克离开，到寻求科学的广阔世界，到
他的出版事业结束。
不得不强调的是，是亚泽普·德罗佐维奇作品
中最有趣的时期——“宇宙”时期于1930年开
启了。已知有一百多幅关于太空主题的绘画和

图形作品，包括三个大周期：月球上的生命、
火星上的生命和土星上的生命。对于白俄罗斯
艺术来说，这个话题已经成为空前的，因为至
今还没有一位大师讲到这一点，尤其是在那几
年。基于他的梦想，这位艺术家将不寻常的建
筑、拱廊、天文台架设在其他星球上的整个城
市，创造出神秘的自然景观，描绘土星的陌生
居民，用富有表现力的圆形眼睛仔细地查看他

们的房屋……土星是德罗佐维
奇最喜欢的星球。

亚泽普·德罗佐维奇的文
学和科学遗产中最令人
难以置信，最有趣的是

他的天文学研究。1931年，他
用自己的钱在维尔纳出版了一
本小版的《夜空》，这是第一
本用白俄罗斯语编写的天文学
书籍，至今仍是一本独特的著
作。亚泽普·德罗佐维奇的母
亲反复对儿子说：“向天空学
习，这并非偶然”。今天，他
被认为是白俄罗斯理论天文
学的奠基人“白俄罗斯齐奥
尔科夫斯基”。此外，实现
了“先知”的先决条件：在
亚泽普·德罗佐维奇死后仅
五年，谢尔盖·科罗廖夫发
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七年后尤里·加加林飞入太
空，十五年后，美国阿波罗
号乘员降落在月球上。
对于白俄罗斯艺术，亚泽普·
德罗佐维奇的名称是唯一且具
有象征意义。当代人将他与达
芬奇的兴趣和爱好的普遍性进
行了比较。亚泽普·德罗佐维
奇研究了白俄罗斯的历史、考
古学、民族志。他从事图形、
雕塑、绘画、科学和教育。他
认真研究了天文学，为飞行太
空火箭开发了设计。
亚泽普·德罗佐维奇看到了他

作为艺术家的任务，详细讲述了其他行星的生
活。他创造了风景，其中描绘了在虚幻的太空
旅行中看到的宇宙。
对于研究人员而言，亚泽普·德罗佐维奇是白
俄罗斯科幻艺术中的榜样。一个有创造力的人
如何能够转换获得的知识，并创造新的前所未
有的世界的榜样。

维尼阿明·密歇耶夫

深渊之上. 1931年.

先知. 1931年.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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